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2007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號    班別(06-07) 班別(07-08) 姓名  獲獎內容(06-07 年度) 

1.  1A 2A 潘韻婷*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2.  1A 2A 冀學文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3. 1A 2A 關皓朗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4. 2A 3A 李錦恩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5. 2B 3B 陳家禧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6. 2A 3A 郭浩智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7. 3A 4B 區榮業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8. 3B 4B 張皓翔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9. 3A 4B 梁冠聰*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10. 4B  5B 馮志儒 中四級理科班第一名 

11. 4B  5B 曾子瑋 中四級理科班第二名 

12. 4C 5C 黃俊標  中四級商科班第一名  

13. 4C 5C 李啟迪 中四級商科班第二名  

14. 6A 7A 梁嘎保 中六級理科班第一名 

15. 6A 7A 何梓源 中六級商科班第一名 
 



2006 - 2007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06-07) 班別(07-08) 姓名  獲獎內容(05-06 年度) 

16. 1A 2A 陳曉亨 

(1) 2007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區公開選拔賽中學組

(拯救比賽)亞軍(2) Wildlife Pond Design Champion Award 

& Butterfly Garden Design Outstanding Award(3) 創意產品

設計 - 創造優質生活工作坊最富創意獎  

17. 1A 2A 勞韻儀 

(1) Wildlife Pond Design Champion Award & Butterfly 

Garden Design Outstanding Award(2) 創意產品設計 - 創造

優質生活工作坊最富創意獎(3) 南區少年杯排球比賽女

子組亞軍(4) 香港作家詩文朗誦比賽季軍(5) 第五十八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屯門區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6)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學屯門區女子組普通

話詩詞獨誦季軍  

18.  1A 2A 潘韻婷* 

(1) 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甲組季軍(2) 第 43 屆學校舞蹈

節新彊舞乙級獎(3) 第 43 屆學校舞蹈節漢族舞乙級獎(4) 

第 21 屆屯門區舞蹈比賽(公開組東方舞-新彊舞)銅獎(5) 

第 21 屆屯門區舞蹈比賽(公開組東方舞-漢族舞)銅獎(6) 

第 32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舞蹈比賽(2006-

2007)銀獅獎 

19. 1A 2B 陳錦雄 

(1) 2007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區公開選拔賽中學組

(拯救比賽)亞軍(2) Wildlife Pond Design Champion Award 

& Butterfly Garden Design Outstanding Award(3) 創意產品

設計 - 創造優質生活工作坊最富創意獎  

20. 1B 2B 甘嘉隆 

(1) 中華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中港區)第三輪決賽銀獎(2) 

中華國際音樂藝術大賽第三輪香港分賽金獎(3) 校際音

樂節二胡深造組季軍(4) 屯門區中西樂決賽少年高級組

亞軍  

21. 1C 2B 李思敏 

(1)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4X100 中學邀請賽女子組

冠軍(2) 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冠軍(3) 校際手球

比賽女子丙組冠軍(4)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100 米冠

軍(5) 劉金龍中學陸運會 4 X 100 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冠軍

(6) 明愛馬登基金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賽女子組亞軍(7)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200 米亞軍(8) 校際田徑比賽女

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9)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團

體亞軍(10)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11) 新界區際田

徑比賽 100 米亞軍(12) 新界區際田徑比賽 4X400 米亞軍  

22.  1D 2D 成曉彤 
(1) 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冠軍(2)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丙組冠軍(3) 南區少年杯排球比賽女子組亞軍  

23. 2A 3A 張舒汶 

(1) 全國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回歸盃香港區選拔賽冠軍(2) 

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冠軍(3) 全港手球分齡賽

女子兒童組冠軍(4)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女子少年組亞軍

(5)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冠軍 (三連霸)(6) 校際手球比

賽女子丙組冠軍(7)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

力亞軍(8)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團體亞軍(9) 校際乒乓

球比賽女子丙組季軍(10)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

(11)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24. 2A 3A 梁姬雪 

(1) YMCA 室內攀石場學界運動攀登邀請賽 2006 女子少

年組冠軍(2) 香港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暨公開排名賽

女子少年組殿軍(3)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  

25. 2A 3A 陳劍波 

(1)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金獎(2)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新界中學分會校際籃球比賽冠軍(3) 第一屆全港學界

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  

26. 2A 3A 唐家駿 

(1)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

軍(2)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

殿軍  

27. 2A 3A 周海潮 

(1)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4X100 中學邀請賽女子組

冠軍(2) 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冠軍(3) 校際手球

比賽女子丙組冠軍(4) 新界區際田徑比賽跳遠金牌(5) 劉

金龍中學陸運會 4 X 100 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冠軍(6) 明愛

馬登基金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賽女子組亞軍(7) 校際田

徑比賽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8) 校際田徑比賽女

子丙組跳遠亞軍(9)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團體亞軍(10)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11)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榮獲季軍(12) 新界區際田徑比賽 4X400 銅牌  

28. 2B 3B 吳正浩 (1)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金獎  

29. 2C 3B 盧天樂 

(1) 15 歲以下全港四人曲棍球賽殿軍(2) 全港男子青少年

跆拳道比賽 2006 冠軍(3) 全港跆拳道錦標賽全場男子團

體總冠軍(4) 全港跆拳道錦標賽男子鰭量級季軍(5) 國際

兒童跆拳道大賽 2006 搏擊組冠軍(6) 「屯」結同心戰術

賽第三名(7) 06-07 年度曲棍球九人賽殿軍  

30.  2D 3B 羅港威 

(1) 2007 國際青年(16 歲以下)足球邀請賽季軍(2) Nike 青

少年足球聯賽「曼聯超級杯」2007 16 歲以下組別冠軍

(3) Nike 香港足球五人賽 2007 冠軍(4) 屯門區十一人足

球聯賽 2007 青少年組冠軍(5) 屯門區中學校際足球乙組

冠軍(6) 屯門區國慶盃足球賽 2006(14 歲以下)冠軍(7) 曼

聯超級杯(亞洲區)決賽殿軍(8) 慶回歸十週年青少年足球

邀請賽冠軍  

31. 2B 3C 郭偉民 

(1)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金獎(2)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新界中學分會校際籃球比賽冠軍(3) 第一屆全港學界

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4) 第十三屆全港

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殿軍(5) 獲仁愛堂劉

皇發夫人小學頒發校友卓越成績獎及獎學金 

32. 2B 3C 陳少秋 

(1)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金獎(2)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新界中學分會校際籃球比賽冠軍(3) 第一屆全港學界

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4) 第十三屆全港

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殿軍  

33. 2D 3C 余堅文 
(1)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金獎(2) 屯門區校際籃球

比賽男子甲組冠軍 

34. 3C 4A 李子榮 (1)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殿軍(2) 壘球體育節奪冠  



35. 3C 4A 俞梓健 

(1) 06-07 年度曲棍球九人賽冠軍(2) 15 歲以下全港四人

曲棍球賽殿軍(3)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殿軍(4) 7 月 1 日回

歸慶典表演步操管樂 

36.  3A 4B 張麗珊 

(1)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兒童組冠軍(2) 全港沙灘手球比

賽女子少年組亞軍(3)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冠軍 (三連

霸)(4)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5)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

乙組冠軍(6)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7)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團體殿軍(8) 翁祐中學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季軍 

37. 3A 4B 梁冠聰* 

(1) 2007 國際青年(16 歲以下)足球邀請賽季軍(2) Nike 青

少年足球聯賽「曼聯超級杯」2007  

16 歲以下組別冠軍(3) Nike 香港足球五人賽 2007 冠軍

(4) 屯門區十一人足球聯賽 2007 青少年組冠軍(5)  

屯門區中學校際足球乙組冠軍(6) 屯門區國慶盃足球賽

2006(14 歲以下)冠軍(7) 全港青少年足球錦標賽(U-16 組)

冠軍(8)  

曼聯超級杯(亞洲區)決賽殿軍(9) 第二屆好生命盃小型足

球賽冠軍(10) 慶回歸十週年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冠軍 

38. 3B 4B 江孔亮 

(1) 06-07 年度曲棍球九人賽冠軍(2) 15 歲以下全港四人

曲棍球賽亞軍(3) 2006 明 Teen 盃七人足球賽冠軍(4) 2007

年佳定友誼盃冠軍(5) 屯門區十一人足球聯賽 2007 青少

年組冠軍(6) 屯門區中學校際足球乙組冠軍(7) 屯門區國

慶盃足球賽 2006(14 歲以下)冠軍 

39. 3B 4B 李鈺明 

(1) 全國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回歸盃香港區選拔賽冠軍(2)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兒童組冠軍(3)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4)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冠軍 (三連

霸)(5)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6)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

乙組冠軍(7) 域高精英狂熱邀請賽女子組籃球冠軍(8) 校

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鉛球季軍(9)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

組團體殿軍 

40. 3B 4B 陳安琪 

(1) 黃何盃攀爬挑戰賽 2006 女子新秀冠軍(2) 學界校際游

泳比賽女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冠軍(3) 學界運動攀登邀

請賽 2007 女子青年組殿軍(4)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秀

茂坪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Fun Club 盃 2006 第四名(5) 學

界校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41. 3B 4B 馮偉翰 
(1) 06-07 年度曲棍球九人賽冠軍(2) 15 歲以下全港四人

曲棍球賽亞軍 

42. 3B 4B 黃詩婷 

(1) 全國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回歸盃香港區選拔賽冠軍(2)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兒童組冠軍(3)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4)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冠軍 (三連

霸)(5)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 

43. 3B 4B 任樂豪 
(1) 06-07 年度曲棍球九人賽冠軍(2) 15 歲以下全港四人

曲棍球賽亞軍 

44. 3A 4C 何卓健 

(1) 第五屆臥推舉錦標賽(60 公斤)少年組別冠軍(2) 2006

年第一屆空手道精英選拔賽男子組青年隊際自由搏擊公

開組季軍(3) 香港空手道正剛三十九週年大賽套拳季軍  



45. 3C 4D 羅家聲 

(1) 0506 年度香港壘球公開賽男子丙組冠軍(2) 全港學界

壘球比賽殿軍(3) 壘球體育節奪冠 

力邀請賽女子組季軍(18) 新界區際田徑比賽跳高亞軍 

46. 4B 5B 郭芷菁 

(1) 屯門全能傑出運動員獎(2)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4X100 中學邀請賽女子組冠軍(3) 全國青少年手球錦標

賽回歸盃香港區選拔賽冠軍(4)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少

年組亞軍(5)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女子少年組亞軍(6) 全港

學界三人籃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7)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

比賽冠軍 (三連霸)(8) 全新界全能傑出運動員獎(9) 明愛

馬登基金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賽女子組冠軍(10) 校際手

球比賽女子乙組冠軍(11)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跳高冠

軍(12)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鐵餅冠軍(13) 校際籃球比

賽女子乙組冠軍(14) 劉金龍中學陸運會 4 X 100 米友校

接力邀請賽冠軍(15)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

力亞軍(16)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團體殿軍(17) 翁祐中

學陸運會友校接 

47. 4B 5B 何斯敏 

(1) 第 43 屆學校舞蹈節新彊舞乙級獎(2) 第 43 屆學校舞

蹈節漢族舞乙級獎(3) 第 21 屆屯門區舞蹈比賽(公開組東

方舞-新彊舞)銅獎(4) 第 21 屆屯門區舞蹈比賽(公開組東

方舞-漢族舞)銅獎(5) 第 32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

年舞蹈比賽(2006-2007)銀獅獎(6) 圖書館組長 

48. 6A 7A 丘德志 

(1) 全港跆拳道錦標賽全場男子團體總冠軍(2) 第七屆聯

校跆拳道錦標賽團體男子 61-74 公斤搏擊季軍(3) 第七屆

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團體男子組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