
日期 活動名稱 / 簡介

2015年8月15日 「閱出樂頤年」書籤設計比賽

2015年9月5至6日 屯門區分齡泳賽

2015年9月13至16日 麗星夢想啟航台灣之旅2015

2015年9月19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分組賽

2015年9月25至30日 瀋陽北京歷史文化學習團

2015年9月29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分組賽

2015年9月30日 屯門學界游泳比賽

2/10,9/10,16/10,13/11,20/11,27/11 電腦編程

2015年10月2日 時間管理講座(OLE)

2015年10月2日 屏山文物徑實地考察(OLE)

2015年10月2日 共融文化藝術電影欣賞-《逆光高遠飛翔》

2015年10月5日 屯門學界游泳比賽

2015年10月10日 綠色發明家學院計劃迎新會

2015年10月17日 綠色發明家學院計劃--創意用品發明課程

2015年10月17日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

2015年10月20日 探索社區大氣環境

2015年10月22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分組賽

2015年10月24日 「長者友善在屯門」匯演及服務推廣活動

2015年10月25日 2015年穗港杯跆拳道邀請賽

2015年10月31日 校園發明大賽

2015年10月31日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

2015年11月1日 創新科技節工作坊

2015年11月2日 課外活動體驗日(OLE)

2015年11月2日 閱讀愈有趣(OLE)

2015年11月2日 水質監察(OLE)

2015年11月2日 中西區考察(OLE)

2015年11月2日 電影欣賞(OLE)

2015年11月2日 藝術發展-填色畫創作(OLE)

2015年11月2日 體適能(OLE)

2015年11月6日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0

2015年11月7日 山藝歷奇之下白泥賞日落

2015年11月14日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



2015年11月14日 中學學界大富翁比賽 2015

2015年11月15日 逆旅先鋒全人歷奇籌款活動2015(簡介會)

2015年11月15日 2015-16屯門區中學簡介日

2015年11月16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17日 小科學家科技發明比賽

2015年11月18日至22日 台灣風俗文化體驗團

2015年11月18日至20日 廣州歷史文化考察團

2015年11月18日至20日 中一歷奇共融挑戰營

2015年11月21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21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21日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屯結抗毒創未來五人籃球賽

2015年11月23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24日 北京2015世界青少年機器人邀請賽

2015年11月25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26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1月26日 67屆校際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

2015年11月28日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2015年11月28日 區會中小學交流 -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家長諮詢日

2015年11月28日 新界西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2015年11月29日 新界西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2015年11月28日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

2015年11月29日 廣東佛山2015-2016全國大眾跆拳道優魄杯

2015年11月29日 全港公路繞圈賽

2015年11月30日 學界田徑比賽

2015年12月 第六十七屆香港校際英文朗誦節



2015年12月1日 學界田徑比賽

2015年12月2日 英文電影欣賞(OLE)

2015年12月2日 水質監察(OLE)

2015年12月2日 電影欣賞(OLE)

2015年12月2日 中西區考察(OLE)

2015年12月2日 藝術發展-樂韻悠揚(OLE)

2015年12月2日 耆智共融活動

2015年12月3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3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4日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2015年12月5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2015年12月5日 智「惜」用電計劃2015「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

2015年12月5至6日 逆旅先鋒全人歷奇籌款活動2015

2015年12月8,15日 , 1月12日 , 2月2我有我天地計劃

2016年12月9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9日 到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向員工分享及交流

2015年12月9至15日 澳洲2015亞洲機器人錦標賽

2015年12月10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10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10日 校際朗誦節

2015年12月12日 新界西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2015年12月12日 運動攀登同樂日

2015年12月14日 小科學家科技發明比賽



2015年12月20日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5年12月23日至25日 冬令營

2015年12月23日 「藍天綠天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系列 2015再生能源

2015年12月24日 「藍天綠天在香港」全港學界環保比賽2015

2015年12月26至29日 屯門獅子會-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青少年交流團II

2015年12月28至30日 「踢出彩虹」足球營

2015年12月30至31日 UNICEF Club聯校訓練營

2016年1月4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1月11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1月12日 深水埗青年科技節「青少年手機應用程式編寫大賽」

2016年1月12日 深水埗青年科技節青少年科技習作比賽2015/2016

2016年1月18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1月21至23日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2016

2016年1月22日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2016年1月23日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16運動攀登比賽

2016年1月23日 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2016年1月24日 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2016年1月25,30日,2月25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2016年1月29至30日 我有我天地計劃之歷奇訓練營

2016年1月28日 校際埠際籃球比賽香港代表隊第一期集訓

2016年1月30至31日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5

2016年2月3日 職業考察(參觀消防局)(OLE)

2016年2月3日 體適能(OLE)

2016年2月3日 英文電影欣賞(OLE)

2016年2月3日 體適能(OLE)

2016年2月3日 話劇電影欣賞-時光倒流香港地(OLE)

2016年2月3日 探訪白沙灣懲教所(OLE)

2016年2月5日 周年捐血日

2016年2月5日 接受新城電台訪問

2016年2月12日 校隊足球訓練

2016年2月26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2月28日 學界乙組比賽

2016年2月28日 腦有大作為全港中學生發明大賽

2016年3月4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3月4日 參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2016年3月5日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新界區賣旗日

2016年3月10日 在小學推行科技探究及學習活動工作坊

2016年3月10日 無人機工作坊

2016年3月11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3月12日 屯門河水質監察

2016年3月16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3月18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3月18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3月19日 數理科技學習匯

2016年3月19日 學界保齡球比賽

2016年3月22日 職業考察(社會企業)(OLE)

2016年3月22日 摺紙「雜」作(OLE)

2016年3月22日 各行各業知多少(OLE)

2016年3月22日 話劇電影欣賞-時光倒流香港地(OLE)

2016年3月22日 藝術發展-填色畫創作(OLE)

2016年3月23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3月23至25日 春令營

2016年3月23至25日 福音營

2016年3月29至4月1日 2016年復活節交流營之環保科技之旅

2016年3月30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3月30至31日 香港航空管理培訓課程

2016年3月31至4月1日 領袖訓練營

2016年4月2日 參觀南丫島發電設施

2016年4月3日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6年4月6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4月8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4月8日 小組討論技巧班

2016年4月8日 屯門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培訓)

2016年4月8日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16年4月11,25日 , 5月9,16,23日 「尋覓」生涯規劃小組

2016年4月13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4月13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4月13至17日 第44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2016年4月16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2016年4月20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4月20日 髮型及美容班

2016年4月22日 親炙作家講座(OLE)

2016年4月22日 選科性向工作坊(OLE)

2016年4月22日 模擬放榜工作坊(OLE)

2016年4月22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4月22日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16年4月22日 參觀嶺南大學



2016年4月22日 參觀青衣 IVE

2016年4月23日 編寫動物生命的故事

2016年4月23日 綠色發明家大賽

2016年4月23日 屯門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2016年4月24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2016年4月27日 「展」出彩虹  了解自我強項小組

2016年4月27日 髮型及美容班

2016年4月29日 「友‧得COM」社交技巧提升小組

2016年4月29日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16年4月29日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

2016年4月30日 區會聯校魔力橋(Rummikub)比賽

2016年4月30日 區會中學球類錦標賽

2016年4月30日 編寫動物生命的故事

2016年5月4日 髮型及美容班

2016年5月4日 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

2016年5月4日 C.A.R.E. 義工小組

2016年5月5日 快樂達人-情緒管理小組

2016年5月6日 C.A.R.E. 義工小組

2016年5月6日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16年5月6日 綠色能源夢成真總評

2016年5月7日 社創校園通通識_銀杏館體驗

2016年5月7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羽毛球比賽

2016年5月7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校際七人足球

2016年5月7日 學生中小型企業安全設備設計比賽

2016年5月7,21日 長者學苑電腦班

2016年5月8日 香港足球總會足球比賽

2016年5月8日 太陽能充電模型設計比賽

2016年5月9,13日 皇家馬德里基金會訓練營(香港)

2016年5月11日 C.A.R.E. 義工小組

2016年5月11日 髮型及美容班

2016年5月12日 快樂達人-情緒管理小組

2016年5月12至13日 兩岸四地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中山交流團

2016年5月13日 C.A.R.E. 義工小組

2016年5月13日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16年5月14日 編寫動物生命的故事

2016年5月16日 參觀屯門 IVE

2016年5月16日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學界男乙手球賽

2016年5月18日 髮型及美容班

2016年5月19日 藝術發展-梵高的一生(OLE)

2016年5月19日 參觀屯門 IVE(OLE)



2016年5月19日 參觀青年學院(OLE)

2016年5月21日  「少數族裔發現之旅-元朗」考察活動

2016年5月22日 動物領養日義工活動

2016年5月26日 快樂達人-情緒管理小組

2016年5月28日 動物領養日義工活動

2016年6月23至27日 泰國清邁旅業發展交流團

2016年6月23至27日 韓流文化體驗團

2016年6月23,24,27,28,29日 專業甜品製作班

2016年6月23,24,27,28,29日 咖啡調製員班

2016年6月23,24,27,28,29日 婚禮及宴會統籌班

2016年7月18至22日 「武漢---辛亥革命105周年及一帶一路雙向交流」考察

2016年7月30至8月13日 加拿大文化及英語夏令營



學生名單

3B 梁嘉慶

4C 邱頌喬

3A 李俊華, 4A 趙仙靜,馮德華

3A 李俊華 , 3C 陳衍良 , 4C 郭文傑 , 4C 梁誠佳 , 5B 陳樂晴 , 5B 盧震軒 , 5C 劉健 , 5D 馮啟宇

5D 鍾梓軒 , 5D 郭禮賢 , 6A劉卓鋒 , 6C 吳浩銘 , 6C 馬天逸 , 6C 趙俊傑 , 6C 盧耀庭 , 6C 許耀文

6D 梁展鴻

3A 麥朗程, 祁鵬,  3B 陳巧怡,鍾復恩,蔡安琪,馬安心, 3C 岑愷茵, 3D 張柏麟, 4C 楊諾怡, 4D 陳詠詩

3A 李俊華 , 3C 陳衍良 , 4C 郭文傑 , 4C 梁誠佳 , 5B 陳樂晴 , 5B 盧震軒 , 5C 劉健 , 5D 馮啟宇

5D 鍾梓軒 , 5D 郭禮賢 , 6A劉卓鋒 , 6C 吳浩銘 , 6C 馬天逸 , 6C 趙俊傑 , 6C 盧耀庭 , 6C 許耀文

6D 梁展鴻

1B 盧子朗 , 3A 安齊一 , 3B 李伊汶 , 3C 陳浩天 , 3D 邱頌庭 , 4A 單逸軒 , 4C 邱頌喬 , 5A 陳樂源 ,

6B 陳卓熙 , 6C 梁霖鋒

1A 毛嘉寶, 3A 文錦鴻 , 關迦諾 , 4B 郭逸朗

中一全級

中二全級

中三,四,五全級

3D 邱頌庭 , 4A 單逸軒 , 4C 邱頌喬

3A 文錦鴻 , 關迦諾 , 1A 毛嘉寶 , 鄭文杉 , 黎芷盈 , 李芷蕎 , 2A 林子聰 , 梁博彥 , 彭子健 , 4B 郭逸

3A 文錦鴻 , 關迦諾 , 1A 毛嘉寶 , 鄭文杉 , 黎芷盈 , 李芷蕎 , 2A 林子聰 , 梁博彥 , 彭子健 , 4B 郭逸

1B陳可信、1C李沙文 , 2A方境翔、3B郭禹、

4A廖尉男、曾嘉杰、陳貴明、伍建川、4B胡志鋒、4C 雷活麟、

4C林冠峯、梁誠佳、4D鍾沿鋒、5C郭靖、6B梁偉業、6C關致珩

4A 唐子其、葉凱嵐、4B 鍾愛詩、洪紫晴、黎皓添、劉淦濠、廖嘉俊、葉卓嵐、葉浩天

4C 周俊杰、樊頌然、林建朗、龍梓健、謝柏軒、蔡俊賢、徐朗㨗、4D 盧穎芯、譚卓悅

3A 李俊華 , 3C 陳衍良 , 4C 郭文傑 , 4C 梁誠佳 , 5B 陳樂晴 , 5B 盧震軒 , 5C 劉健 , 5D 馮啟宇

5D 鍾梓軒 , 5D 郭禮賢 , 6A劉卓鋒 , 6C 吳浩銘 , 6C 馬天逸 , 6C 趙俊傑 , 6C 盧耀庭 , 6C 許耀文

6D 梁展鴻

5C 蔡枳燊

4C 黃智弘

3A 文錦鴻 , 關迦諾  , 1A 毛嘉寶 , 鄭文杉 , 黎芷盈, 4B 郭逸朗

1B陳可信、1C李沙文 , 2A方境翔、3B郭禹、

4A廖尉男、曾嘉杰、陳貴明、伍建川、4B胡志鋒、雷活麟、

4C林冠峯、梁誠佳、4D鍾沿鋒、5C郭靖、6B梁偉業、6C關致珩

3A 文錦鴻 , 關迦諾, 1A 毛嘉寶 , 鄭文杉 , 黎芷盈 , 4B 郭逸朗 

中一全級

中二全級

3A,3C

3B

3D

中四全級

中五全級

2A 林家俊,梁柏然,梁博彥,梁思琦,李梓燁,廖冰冰,麥偉城,嚴俊傑,彭榮驃,胡婉玲,陳卓禮,張國雄,林

1A 賴國豪 , 黎芷盈 , 1C 黃天諾 , 郭倩盈 , 張永熙 , 吳澤輝 , 洪日朗

1C 曾健斯 , 程心兒 , 莫栢朗 , 周嘉明 , 周家熙

1B陳可信、1C李沙文 , 2A方境翔、3B郭禹、



4A廖尉男、曾嘉杰、陳貴明、伍建川、4B胡志鋒、雷活麟、

4C林冠峯、梁誠佳、4D鍾沿鋒、5C郭靖、6B梁偉業、6C關致珩

5C 羅耀成,刁欽明,趙彥豪,譚沛然,葉俊謙,林澤祥,劉家俊,潘志英

5C 趙彥豪(5) , 5C 刁欽明(24) ,  5C 湯志偉(25), 5C 羅嘉熙(17)

1A 阮愛玉 , 3A 朱卓鋒 , 胡緯卓 , 5C 蔡枳燊 , 潘志英

2A 廖冰冰

4B 郭逸朗, 3A 文錦鴻,3A 關迦諾, 1A 毛嘉寶

3A 林君欣 , 盧漪林 , 陳國友 , 3B 黃嘉豪 , 3C 周冠衡 , 岑愷茵 , 雷希淋 , 鄧月見 , 5B 潘寶江 , 5D 黃

6B 何文瀚 , 6B 梁俊傑 , 6C 關致珩 , 6C 吳浩銘 , 6C 劉文杰 , 6C 馬天逸 , 6C 梁梓弘 , 6C 鄧樹榮 

4A 區兆雅 , 陳志偉 , 江旻謙 , 林巧敏 , 廖尉男 , 吳卓妍 ,

4B 劉學謙 , 梁嘉軒 , 廖嘉俊 , 彭永曦 , 鄧樂生 , 胡志鋒 , 楊海童 , 易綽琳

4C 李肇諺 , 龍梓健 , 徐朗捷 , 黃智弘 , 4D 陳毅泓 , 陳詠詩 , 盧穎芯 , 曾偉賢

5A 張珙旖 , 5B 高可兒 , 5C 陳煦詩 , 5D 莫詠然 , 譚勤鋒 , 6A 林鈺衡

全中一學生

1A 周浠颻

2A 陳葉童

5C刁欽明、劉健、 羅躍成、羅嘉熙、湯志偉、

5D 譚勤鋒、6C許耀文、劉文杰、6D劉松星及汪霈楓

2C 劉子軒

3A文錦鴻、莫曉麒及關迦諾

5B盧國忠、鄧幸霖及5D 鄭之敏

3A李俊華、5B羅澤鈞、潘寶江、5C林嘉豪、

3A 盧漪林

1A 王俊華 , 毛嘉寶 

1A毛嘉寶 , 3A盧漪林

3A李俊華、5B羅澤鈞、潘寶江、5C林嘉豪、劉敬賢、楊景豪、5D譚勤鋒、葉志鋒及蔡澤泉

1A 阮愛玉 , 邱君諭

2A 陳嘉恒 , 鍾昕健 , 梁思琦

2A 嚴俊傑 , 梁柏然 , 陳倩怡 , 3A 陳浩元 , 曾嘉城 , 蕭愷琳 , 李俊華 , 4B 何芷晴 , 徐雪怡 , 

5D 郭禮賢 , 馮啟宇 , 6C 盧耀庭 , 馬天逸

2A 嚴俊傑 , 方鏡翔 , 3A 陳浩元 , 蕭愷琳 , 戴俊軒 , 朱卓鋒 , 莫曉麒 , 林君欣 , 曾嘉城 , 安齊一 , 李

4B 廖嘉俊 , 4C 樊頌然 , 李肇諺 , 4D 陳毅泓 , 陳詠詩 , 6C 吳浩銘

1B陳可信、1C李沙文 , 2A方境翔、3B郭禹、

4A廖尉男、曾嘉杰、陳貴明、伍建川、4B胡志鋒、雷活麟、

4C 林冠峯、梁誠佳、4D 鍾沿鋒、5C 郭靖、6B 梁偉業、6C 關致珩

4C 黃智弘

5B 梁鎮朗

1B 陳可信 , 1C 安以德

2A 陳葉童，陳倩怡，廖冰冰 , 2B 明凱琳 , 2C 楊浩傑

3A 韓寶盈，安齊一 , 3C 周冠衡 , 3D 黃志基

4D 吳柏希

5B 粱鎮朗 , 5C 郭靖，劉健，劉敬賢，湯志偉，楊景豪,  陳穎彤, 陳煦詩

5D 翁月豐，鄭之敏，馮啟宇，蔡澤泉

6B 梁俊傑 , 6C 莊芷溵 , 6D 劉松星，梁展鴻

1A 毛嘉寶

2B 陸思旭



3A文錦鴻、盧漪林、陳芷琪

3D 蘇永健

4A 馮德華、葉凱嵐、柯易明

5B Ciara Femme P Maloto

1A 李芷蕎

2B 明凱琳

3B 梁嘉慶

4A 林巧敏

1B 陳可信

2A 陳葉童，陳倩怡 , 2C 楊浩傑

3A 韓寶盈，安齊一，祁鵬 , 3B 蔡安琪，古卓煒 , 3C 周冠衡 , 3D 黃志基

4C 雷活麟 , 4D 吳柏希 , 陳毅泓

5B 粱鎮朗 , 5C 郭靖，劉健，劉敬賢，湯志偉，楊景豪，陳煦詩，陳穎彤

5D 鄭之敏，蔡澤泉

6C 馬天逸 , 6D 梁展鴻

中一,中二級

3B,3D班

3C班

3A班

中四,中五級

1A 黎芷盈 , 李芷蕎 , 文智誠 , 毛嘉寶 , 阮愛玉 , 邱君諭

2A 陳卓禮 , 陳嘉恒 , 張國雄 , 鍾昕健 , 林家俊 , 林子聰 , 梁博彥 , 梁思琦

2A 麥偉城 , 彭子健 , 鄧樂弦

3C 張嘉俊 , 洪皓泫 , 梁家樂 , 鄧月見

2B 梁瑋純

2C 黃槺泓

3A盧漪林、4A陳紫晴、4B雅嵐、4C樊頌然

、5C陳穎彤、5C陳煦詩、5D鄭之敏及5D莫詠然

3A 李俊華 , 3C 陳衍良 , 4C 郭文傑 , 4C 梁誠佳 , 5B 陳樂晴 , 5B 盧震軒 , 5C 劉健 , 5D 馮啟宇

5D 鍾梓軒 , 5D 郭禮賢 , 6A劉卓鋒 , 6C 吳浩銘 , 6C 馬天逸 , 6C 趙俊傑 , 6C 盧耀庭 , 6C 許耀文

6D 梁展鴻

5A黃深銘、5B 盧國忠、4B郭逸朗、3A文錦鴻及3A關迦諾

5C 趙彥豪(5) , 5C 刁欽明(24) ,  5C 湯志偉(25), 5C 羅嘉熙(17)

1B 陳可信 , 朱澤明 , 譚江 , 林威脅 , 李天佑 , 盧子朗 , 孫丞亨 , 江駿樂 , 楊綽僖

1C 張永熙 , 周家熙 , 莫柏朗 , 冼金銘 , 李沙文

2A 陳倩怡 , 2B 李嘉翹

5A郭奕煌

3A文錦鴻、關迦諾、莫曉麒

5B盧國忠、鄧幸霖及Ciara

3A 林君欣

2A 方鏡翔

3B 鄭添朗

2A 嚴俊傑 , 方鏡翔 , 鍾昕健 , 林世豪 , 林子聰 , 麥偉城 , 梁柏然 , 4B 何芷晴 , 徐雪怡 , 4C 謝柏軒 

4D 吳栢希 , 冼栢豪 , 5D 郭禮賢 , 馮啟宇 , 黃震華 , 6C 謝宛珊 , 盧耀庭 , 馬天逸 , 吳浩銘

5B 劉澄鋒(10) , 5B 盧國忠(17) , 5D 彭俊雄(15)

1A 毛嘉寶 , 3A文錦鴻 4B 郭逸朗



1B 郭昊然

1A 李芷蕎 周嘉兒 1B 江駿樂 2A 陳卓禮 張國雄 林家俊 梁思琦 羅允鎧 麥偉城 嚴俊傑 鄧樂弦

1A 毛嘉寶、3A文錦鴻、關迦諾、4B郭逸朗

1A 鄭文杉、毛嘉寶、2A 林子聰、3A文錦鴻、關迦諾、4B郭逸朗

3D程嘉俊、4A陳展林、江旻謙、曾錫希、王家毅、4C周禮諾、李嘉俊、楊諾怡、

5A周梓峰、5B潘寶江、5C趙彥豪、梁逸曦、羅嘉熙、羅躍成、刁欽明、湯志偉、

5D鍾梓軒、黃鉅淇、郭禮賢、譚勤鋒、黃震華、葉志鋒。

3A 李俊華 , 3C 梁家樂 , 4A曾嘉杰 , 4B 廖嘉俊 , 4B 胡志鋒 , 4D 陳沛鋒 , 5B 盧震軒, 5D 馮啟宇

4A林巧敏、4B彭永曦和梁嘉軒

3B 黃嘉豪,陳冠亨,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3B 黃嘉豪,陳冠亨,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1A毛嘉寶、4B郭逸朗

1A 鄭文杉、2A 梁博彥、2A 林子聰、3A 關迦諾、3A文錦鴻

3B 黃嘉豪,陳冠亨,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5A郭奕煌、黃深銘 及 5B 盧國忠

5A 鄒月驊, 5B CIARA

3D 黃卓楠

1B江駿樂 2B 黎珞希 2C 林晉霆 2C 楊浩傑

2A 李梓燁 2B 謝柏禧 3A 陳浩元 3A 吳恩平 4C 謝柏軒

1A 黃晉煒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C 楊浩傑 3A 安齊一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4A 曾嘉杰 4B 廖嘉俊 劉

1B 陳可信 , 朱澤明 , 譚江 , 林威脅 , 李天佑 , 盧子朗 , 孫丞亨

1C 張永熙 , 周家熙 , 莫柏朗 , 冼金銘

5C 劉健

5B 盧國忠 , 5D 郭禮賢 , 5D 鄭之敏 , 4B 郭逸朗 , 4A 陳展林 , 4C 李永洪 , 4A 陳志偉 , 3A關迦諾 ,

3A 李俊華 , 1A毛嘉寶 , 1A 李芷蕎 , 1A 鄭文杉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2B 陳樂天 張鎵泓 黃士揚 陳穎濠 謝柏禧 2C 陳兆均 謝家宏 楊浩傑 3C 王浩軒 3D 車𣐀𣜠 杜金龍 

4C 周家愉 周禮諾 郭文傑 邱頌喬 4D 鍾炫軒 尹漢釗 冼栢豪 陳啟弘

5A 陳學斌 夏公子 庄健濠 麥梓鎏 馬崇熙 5B 周寶琳 陳子曦 馮欣兒 吳凱南 鄧幸霖 梁鎮朗

5C 陳穎怡 譚沛然 劉敬賢 5D 林俊傑 黃鉅淇 王仲賢

3A 關迦諾,文錦鴻, 4B 郭逸朗

1A 黃晉煒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C 楊浩傑 3A 安齊一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4A 曾嘉杰 4B 廖嘉俊 劉

3B 黃嘉豪,3C 李浩弘,3D 陳祟德,黃文傑

3A 鄭浩威,曾嘉城,梁澤豐, 3C 周冠衡, 3D 張柏麟,黃志基, 2A 梁柏然,李梓燁

1A 毛嘉寶, 3A 文錦鴻, 4B 郭逸朗

3B 黃嘉豪,陳冠亨,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3C 張嘉俊 3D 莫柏謙 4C 羅卓瑤 4D 葉璟桐

2A 陳倩怡,陳葉童, 2B 梁瑋純,陸思旭, 3B 梁進彥, 3D 蘇永健 , 4A 羅婉兒, 4B 張麗儀,何芷晴,徐雪怡

4D 馮曉敏, 5B 張端敏,周寶琳, 5C 陳穎彤

1A 毛嘉寶, 2A 陳卓禮, 張國雄

5B 盧國忠

3B 黃嘉豪,陳冠亨,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大部分3A,兩個2A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周偉明 朱澤明 林威廉 梁梓軒 容宇軒 1C 郭倩盈 莫栢朗

2A 張國雄  嚴俊傑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陳兆均 林晉霆 梁源穎 楊浩傑

3B 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1A 毛嘉寶, 2A 陳卓禮, 張國雄

3A 盧漪林, 陳浩元, 關迦諾, 3B 陳冠亨,李仲軒, 4A 李澤宏, 5A 錢寶偉,5D 翁月豐, 黃震華, 1B 譚江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2A陳卓禮 張國雄 梁柏然 嚴俊傑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陳兆均 楊浩傑

1A 李芷蕎 周嘉兒 2A 陳卓禮 張國雄 梁思琦 廖冰冰 麥偉城 嚴俊傑 3B 鄭添朗 4A 陳展林 伍建川

1A 廖天恩 1C 黃天諾 2A 陳倩怡 陳葉童 鄧樂弦 林家俊 梁柏然 梁博彥 羅允鎧 彭子健 鍾昕健

2B 陳穎濠 馮栢謙 黎珞希 謝柏禧 2C 何卓怡 麥巧儀 梁源穎 楊浩傑 3C 麥詠然 

3D 蘇永健 4D 鍾炫軒 5A 鄭東林 錢寶偉 朱家豪 夏公子 麥梓鎏 5D 彭俊雄

4D 李安龍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周偉明 朱澤明 林威廉 梁梓軒 1C  莫栢朗

4A 陳志偉

3A 莫曉麒 梁澤豐 朱卓鋒 林君欣 胡緯卓 曾嘉城 沈清華 戴俊軒 陳浩元

3C 岑愷茵 雷希淋 彭嘉寶 潘少玲 黃雋稀 陳浩天 鄭煒廉 劉雅兒

4A 區兆雅 林巧敏 吳卓妍

4B 周禧妍 廖嘉俊 易綽琳 梁嘉軒 梁倩彤 鍾愛詩 胡志鋒 彭永曦 凌雋禧 楊海童

5A 張珙旖 周梓峰

5C 陳穎怡 郭靖 劉健 譚沛然 刁欽明 湯志偉

2A 梁博彥, 李梓燁

1A 唐敬華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周偉明 朱澤明 林威廉 容宇軒 1C 郭倩盈 莫栢朗

2A陳卓禮 張國雄 梁柏然 嚴俊傑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陳兆均 梁源穎 楊浩傑

3B 黃嘉豪,何穎怡.3C 梁家樂,李浩弘,3D 陳祟德,蘇永健,程嘉俊,郭俊傑,黃文傑

3A 關迦諾,文錦鴻,莫曉麒, 5B 盧國忠

4A 鄭璟賢,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樊頌然,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

3B 陳冠亨, 陳家豪,鍾復恩,蔡安琪 3C郭文浩,劉雅兒,黃惠雯,黃卓楠,4A 林樂彤,陳展林,柯易明,4B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林威廉 梁梓軒 容宇軒 1C 郭倩盈 莫栢朗

2A陳卓禮 張國雄 梁柏然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 林晉霆 梁源穎 楊浩傑

5A 黃深銘

1A 黃晉煒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C 楊浩傑 3A 安齊一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4A 曾嘉杰 4B 廖嘉俊 劉學謙 盧耀笙 胡志鋒 4C 周禮諾 李肇諺 4D 陳沛鋒 冼栢豪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周偉明 朱澤明 林威廉 梁梓軒 容宇軒 1C 莫栢朗

4A 鄭璟賢,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樊頌然,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

中一,二級

中三級

中五級

2A陳卓禮 張國雄 梁柏然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梁源穎 楊浩傑

4A 鄭璟賢,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樊頌然,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

4A及4B班



4C及4D班

3A 曾嘉城,沈清華,陳芷淇,李俊華,林君欣,馮婉怡,朱卓鋒,陳浩元,胡緯卓 4A陳展林, 葉凱嵐 , 4B何芷

4C 楊諾怡, 羅卓瑤, 4D 馮曉敏, 5D彭俊雄

1A 毛嘉寶, 2A 陳卓禮, 張國雄, 4B 郭逸朗

3A 關迦諾,文錦鴻,莫曉麒, 5B 盧國忠

1A 黃晉煒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C 楊浩傑 3A 安齊一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4A 曾嘉杰 4B 廖嘉俊 劉學謙 盧耀笙 胡志鋒 4C 周禮諾 李肇諺 4D 陳沛鋒 冼栢豪

1A 黎芷盈 阮愛玉 邱君諭 1B 周偉明 朱澤明 林威廉 梁梓軒 容宇軒 1C 郭倩盈 莫栢朗

4A 鄭璟賢,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樊頌然,劉俊龍, 4D 陳毅泓,鍾炫軒,尹漢釗,盧穎

2A陳卓禮 張國雄 梁柏然 嚴俊傑 2B梁瑋純 陸思旭 2C 梁源穎 楊浩傑

4A 鄭璟賢,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劉俊龍, 4D 陳毅泓,尹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沛

3A 李俊華 3C 陳衍良 4C 郭文傑 梁誠佳 5B 陳樂晴 盧震軒 5C 劉健 5D 鍾梓軒 馮啓宇 郭禮賢

4A 曾嘉杰 4B 劉學謙 廖嘉俊 盧耀笙 胡志鋒 4C 周禮諾 李肇諺 謝柏軒 4D 陳沛鋒 吳栢希 冼栢豪

1A 張務鋒 1C 黃天諾 2B 陳穎濠 2C 楊浩傑

3A 陳芷琪, 關迦諾, 樊子健, 3B李思敏

三人男子及女子籃球隊

3A 曾嘉城,沈清華,陳芷淇,李俊華,林君欣,馮婉怡,朱卓鋒,陳浩元,胡緯卓 4A陳展林, 葉凱嵐 , 4B何芷

4C 楊諾怡, 4D羅卓瑤, 馮曉敏, 5D彭俊雄

4A 鄭璟賢,  4C 李晉昇,樊頌然,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釗

3B 鄭添朗

1A 李芷蕎 2C 郭文俊 3D 陳崇德 蘇永健

1A 李芷蕎 唐敬華 1C 莫栢朗 3A 蕭愷琳 陳國友 麥朗程 5A 鄭東林

1A 李芷蕎 2C 郭文俊 3A 蕭愷琳 麥朗程 3D 陳崇德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李晉昇,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

1A 毛嘉寶, 3A 關迦諾,文錦鴻, 4B 郭逸朗

4C及4D班

1B 江駿樂, 2C 楊浩傑, 3C 雷希淋, 5C 林樂妍

5B 盧震軒, 5D 鍾梓軒, 馮啟宇, 郭禮賢, 4A 曾嘉杰, 4B 胡志鋒, 4D 陳沛鋒

1A 毛嘉寶, 3A 文錦鴻, 4B 郭逸朗

3C 梁家樂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3D 蘇永健,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B 陳穎濠, 馮柏謙, 2C 楊浩傑, 1A 張務鋒, 

2A 梁思琦, 李梓燁, 梁博彥, 廖冰冰

3A 安齊一, 2A 方鏡翔, 嚴俊傑, 2C 楊浩傑, 1A 黃晉煒

1A 李芷蕎 3A 蕭愷琳 麥朗程 5D 鄭東林

4B 何芷晴, 4C 楊諾怡, 李晉昇,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

1A 李芷蕎 唐敬華 1C 莫栢朗 3A 蕭愷琳 陳國友 麥朗程 5A 鄭東林

5C 劉健,羅嘉熙,湯志偉 ,5A 蔡俊豪,蔡樂善,夏公子,李淑君,麥梓鎏

2C 郭文俊 3A 蕭愷琳 樊子鍵 麥朗程 3D 陳崇德 蘇永健 5D 鄭東林

4B 何芷晴, 4C 楊諾怡, 李晉昇,劉俊龍, 4D 陳啟弘,陳毅泓,鍾炫軒,尹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

3A 曾嘉城,沈清華,陳芷淇,李俊華,林君欣,馮婉怡,朱卓鋒,陳浩元,胡緯卓 4A陳展林, 葉凱嵐 , 4B何芷

4C 楊諾怡, 4D羅卓瑤, 馮曉敏, 5D彭俊雄

中五全級

3A 鄭浩威, 3D 張柏麟, 3A 曾嘉城, 3C 周冠衡, 3A 梁澤豐, 2A 梁柏然, 3D 黃志基, 2A 李梓燁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盧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曉慧,譚卓悅

中四全級

5A及5C班



5B及5D班

4A及4B班

3A 曾嘉城,沈清華,陳芷淇,李俊華,林君欣,馮婉怡,朱卓鋒,陳浩元,胡緯卓 4A陳展林, 葉凱嵐 , 4B何芷

4C 楊諾怡, 羅卓瑤, 4D 馮曉敏, 5D彭俊雄

1A 唐敬華 3A 蕭愷琳 陳國友 麥朗程 5A 鄭東林

3A 曾嘉城,沈清華,陳芷淇,李俊華,林君欣,馮婉怡,朱卓鋒,陳浩元,胡緯卓 4A陳展林, 葉凱嵐 , 4B何芷

4C 楊諾怡, 羅卓瑤, 4D 馮曉敏, 5D彭俊雄

2A 林世豪 , 鍾昕健 , 3A 韓寶盈, 林君欣, 胡緯卓, 曾嘉城 , 4A 廖尉男, 4B 何芷晴,黎皓添 , 4C 楊諾

5A 李淑君,蔡樂善,陳樂原,蔡俊豪,羅棨姮, 5B 楊嘉麗,鄧幸霖 , 5C 羅躍成,陳穎彤,湯子駿, 5D 歐銘均

3A 蕭愷琳 3B 陳巧怡 3B 鍾復恩 李思敏 3C 劉雅兒 3D 黃卓楠

5A 張珙旖 5B 高可兒 陳子曦 5C 陳煦詩 梁逸曦 黃烙神 楊景豪

5D 鄭之敏 黃鉅淇 梁偉焯 莫詠然 黃震華 葉志鋒 翁月豐

4A 陳展林 4A 羅婉兒 4C 周俊杰 4C 謝栢軒 4D 陳昱熹 4D 曾志康 5A 鄭東林 5C 蔡枳燊 5C 林澤祥

4A 陳志偉 伍建川 黃筱嵐 嚴灝天 4B 張麗儀 彭永曦 易綽琳 4C 黎仲賢 梁誠佳 鄧偉鴻 徐朗㨗 5B 

4A 陳丕岱 趙仙靜 柯易明 曾錫希 王家毅 黃浩軒 4D 陳詠詩 周沛芝 馮曉敏 葉璟桐 譚卓悅 黃曉慧

3A 鄭浩威 馮婉怡 林君欣 莫曉麒 曾嘉城 胡緯卓 4A 羅婉兒 4B 何芷晴 徐雪怡  4C 楊諾怡 4D 周沛

2A 林家俊, 3A 麥朗程, 蕭愷琳, 3C 岑愷茵, 4A 單逸軒,唐子其,5A 蔡樂善,鄒月驊,黃卓文,

5C 郭靖, 羅嘉熙, 5D 梁梓鋒,黃震華



詩 

逸朗

逸朗

林世豪,彭子健



黃震華

李俊華 , 關迦諾



, 周禮諾 ,



劉學謙 盧耀笙 胡志鋒 4C 周禮諾 李肇諺 4D 陳沛鋒 冼栢豪

周家龍

劉學謙 盧耀笙 胡志鋒 4C 周禮諾 李肇諺 4D 陳沛鋒 冼栢豪

怡, 4C 霍焯朗,楊諾怡,



江

川 江旻謙 李澤宏 柯易明 曾錫希 王家毅 葉凱嵐 4B 張麗儀 葉浩天 4C 梁誠佳

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曉慧,譚卓悅

丁瑋澄,易綽琳

漢釗,盧穎芯,黃曉慧,譚卓悅

漢釗,盧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曉慧,譚卓悅



芷晴,

穎芯,陳詠詩,周沛芝,黃曉慧,譚卓悅

沛芝,黃曉慧,譚卓悅

豪 3A 安齊一 3B 古卓煒 3C 梁家樂 3D 蘇永健 2A 方鏡翔 梁柏然 嚴俊傑 1A 黃晉煒

芷晴, 

周沛芝

1C 冼金銘, 黃天諾

黃曉慧,譚卓悅

黃曉慧,譚卓悅

芷晴, 



芷晴,

芷晴,

諾怡

均, 6A 潘樂宜,范玉后

祥 5C 林樂妍 5C 劉家俊 5C 譚沛然 5C 葉靖兒 5D 蔡澤泉

蔡宛螢 CIARA 李家詠 5C 鄭浩弘 5D 何尚熹 梁梓鋒

慧 5B 劉澄鋒 5C 陳穎怡 劉敬賢 伍曉雯

沛芝 馮曉敏 5D 馮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