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2005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05-06) 姓名  獲獎內容(04-05 年度) 

1.  2B 張皓翔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2.  2A 錢泳彤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3.  3B  李啟迪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4. 3A  溫綺婷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5.  3B  黃鈺淇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6.  4B  葉家駿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7.  4C  黃海輝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8.  4B  蔡振豪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9. 5B  尤偉祥 中四級理科班全級第一名 

10.  5B  胡業發 中四級理科班全級第二名  

11.  5C  梁持重 中四級商科班全級第一名 

12.  5C  陳金水 中四級商科班全級第二名  

13. 7A  陳鈞傑 中六級商科班全級第一名  

14.  7A  戴廣欣 中六級理科班全級第一名  
 

 

2004 - 2005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05-

06) 
姓名  獲獎內容(04-05 年度) 

15. 7A 
羅文

光 

(1)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冠軍 

(2)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最佳球員 

(3) 香港城巿大學 20 週年中學校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4) 港穗三人籃球挑戰賽冠軍 

(5) 新界地域男子籃球傑出運動員 

16 7A 
盧昕

傑 

(1) 全港學界壘球冠軍 

(2) 第十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日環保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最具環保創意

獎 
(3)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17.  6A 
賴美

如 

(1)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2)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冠軍 

(3)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4)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5)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6) 香港救助兒童會青少年入樽計劃 2005 籃球大賽女子公開組冠軍 

(7)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18. 4D 張婷 

(1)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2)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3)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4)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少年組冠軍 



(5)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6)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19. 7A 
曾志

輝  

(1) 香港城巿大學 20 週年中學校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2)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最佳球員 

(3) 港穗三人籃球挑戰賽冠軍 

20. 4B  
周佩

儀  

(1)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2)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冠軍 

(3)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4)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5)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6)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21.  7A 
何麗

鳳 

(1)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2)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3)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4) 香港救助兒童會青少年入樽計劃 2005 籃球大賽女子公開組冠軍 

22. 6A  
梁民

熊 

(1) 香港城巿大學 20 週年中學校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2)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冠軍 

23. 7A 
雲愛

雯  

(1)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2)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3)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最有價值球員獎 

(4)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5)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6) 新界地域女子手球傑出運動員 

24. 5B 
陳俊

堅  

(1) 香港城巿大學 20 週年中學校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2) 全港學界壘球冠軍 

(3)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三人隊際賽冠軍 

(4)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25. 4D 
周美

芳 

(1)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2)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3)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4)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少年組冠軍 

26. 4C 
黃靜

雯 

(1)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2)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冠軍 

(3)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27. 7A 
朱禮
文  

(1)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28. 7A 
蕭慧

欣 
(1)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29.  7A 
陳家

俊 
(1)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30. 4B 
吳家

進  
(1)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31. 4D 
黃雪

茵 

(1)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2)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32. 5B 
丘德
志  

(1) 第十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日環保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最具環保創意
獎 



33. 5B 
楊嘉

熙 

(1) 第十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日環保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最具環保創意

獎 

34. 5D 
盧嘉

曦  

(1)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2) 全港環保產品設計比賽(最佳產品大獎、最具創意獎) 

(3) 雀鳥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35.  5B 
陳易

希  

(1) 第十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日環保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最具環保創意

獎 

(2)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3) 全港環保產品設計比賽(最佳產品大獎、最具創意獎) 

36. 5D 
盧嘉

蔚 

(1)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2) 全港環保產品設計比賽(最佳產品大獎、最具創意獎) 

(3) 雀鳥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37. 5B 
何佩

琪 

(1)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2) 全港環保產品設計比賽(最佳產品大獎、最具創意獎) 

(3) 雀鳥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38. 5D  
莫嘉

裕 

(1) 再生能源小發明創作比賽最受歡迎獎 

(2) 雀鳥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全年獎勵中最少已獲 2 大功或 4 小功的同學自動進入計分評審階段，最高分數前五名如下︰  

 

序

號  

班別(05-

06) 
姓名  

獎項類

別  
獎項內容(04-05 年度) 

39. 5D  倪碧賢  大功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冠軍 

全港青少年籃球賽 2004 最佳球員 

第五屆文康盃籃球錦籃球錦標賽冠軍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三分王及最有價值球員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女子籃球賽冠軍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甲組冠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香港救助兒童青少年入樽計劃 2005 籃球大賽女子公開組冠

軍 

2004-2005 年度全港公開學生街頭三人籃球賽女子甲組冠軍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青年組亞軍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天水圍三人籃球公開賽冠軍  

40. 5D 鄭永珊 大功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女子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女子籃球賽冠軍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 

香港救助兒童青少年入樽計劃 2005 籃球大賽女子公開組冠

軍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青年組亞軍 

第四十八屆體育節沙灘手球錦標賽中學女子組冠軍 

新界地域女子籃球傑出運動員 

新界地域女子全能傑出運動員 

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天水圍三人籃球公開賽冠軍  

41. 7A 
歐陽子

輝  

大功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季軍 

屯門區學界男子籃球賽冠軍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男子組亞軍 

第六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學校團體總冠軍 

小功  風紀隊副隊長 

42. 6A  余永興 大功 

香港城巿大學 20 週年中學校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季軍  

屯門區學界男子籃球賽冠軍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男子甲組冠軍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男子組亞軍  

青少年賀歲防罪籃球邀請賽冠軍  

43.  3E 林尉瑜 

大功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冠軍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青年組亞軍 

小功  

翁佑中學聯校手球邀請賽亞軍 

參與多元智能挑戰營表現優異並奪得全能體藝獎冠軍 

屯門區校際女子丙組籃球亞軍 

屯門區校際女子丙組手球亞軍 

同學獲獎勵考察津貼每人上限$2,000。 

 

後補名單(最高分數的第六至十名)，若最高分數前五名未能於新學年於本校就讀，名額順序由後補名單

補上。 

序號  班別(05-06) 姓名 獎項類別 獎項內容(04-05 年度) 

44. 7A 
馮顯

麟 
大功 

Super-X 全港學界籃球熱身賽季軍 

屯門區學界男子籃球賽冠軍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男子組亞軍 

全港曲棍球九人賽盃賽殿軍 

45. 4C 
廖芷

由 

大功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冠軍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冠軍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 

Nike 沙灘手球邀請賽女子青年組亞軍 

小功  翁佑中學聯校手球邀請賽亞軍 

46. 2A 
張諾

文 

大功 

校際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冠軍 

校際游泳比賽 200 米自由泳冠軍 

校際游泳比賽 4 X 50 米自由式接力冠軍 

小功  校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47. 2B  
陳安

琪 

大功 
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 100 米背泳冠軍 

校際游泳比賽 4 X 50 米自由式接力冠軍 

小功 
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亞軍 

校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48. 5B 
潘子

揚 

大功 
第六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全場總季軍 

第六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中學組男子搏擊(鄒量級)冠軍 

小功 翁佑中學聯校手球邀請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