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譚益芳基金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計算) 
 

2019-2020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號 班別(19-20) 班別(20-21) 姓名 獲獎內容(2019-20 年度) 

1.  1B 2B 吳景滔 中一全級第一名 

2.  1A 2A 何廷軒 中一全級第二名 

3.  1A 2A 巫濤 中一全級第三名 

4.  2A 3A 陶嘉雯 中二全級第一名 

5.  2A 3A 陳詩敏 中二全級第二名 

6.  2A 3A 周愉琳 中二全級第三名 

7.  3B 4A 陳傲昇 中三全級第一名 

8.  3A 4A 何俊杰 中三全級第二名 

9.  3A 4A 郭曉彤 中三全級第三名 

10.  4A 5A  施澤銘* 中四全級第一名 

11.  4A 5A 林曉欣 中四全級第二名 

12.  4A 5A 張梓軒 中四全級第三名 

13.  5A 6A 劉凱喬 中五全級第一名 

14.  5A 6A 李芷蕎 中五全級第二名 

15.  5A 6A 余卓璇 中五全級第三名 

 

2019– 2020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 

(19-20) 
班別 

(20-21) 
姓名 獲獎內容 (2019-2020 年度) 

16. 1A 2A 徐偉傑 ˙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中學組;冠軍(600 元書

券)   

17. 2A 3A 徐偉樂 
˙ 學體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800 米;亞軍 
˙ 康文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D 組 4X400 米;冠軍 
˙ 公民體育會;26 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2019;男丙 800 米;亞軍 

18. 2B 3B 藍洛熙 

˙ 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運動員獎 
˙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恊會;2019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得獎學生; 

課外活動優秀學生 
˙ 學界體育聯會;2019-20 校際游泳比賽;50 米自由泳;冠軍(破紀錄) 
˙ 學界體育聯會;2019-20 校際游泳比賽;100 米自由泳;冠軍(破紀錄) 

19. 2C 3C 梁壹舜 

˙ 康文署;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4x50 米自由接力;冠軍 
˙ 泳濤會;泳濤國慶盃比賽;50 米蝶泳;亞軍 
˙ 泳濤會;泳濤國慶盃比賽;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 泳濤會;泳濤國慶盃比賽;4x50 米自由接力;冠軍 
˙ 香港游泳比賽;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游泳錦標賽;50 米背泳;季軍 
˙ 香港游泳比賽;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游泳錦標賽;50 米蝶泳;冠軍 
˙ 學界體育聯會;2019-20 校際游泳比賽;50 米蝶泳;梁壹舜 
˙ 香港華泳總會;2019 周年短池游泳錦標賽;50 米蝶泳;冠軍 
˙ 屯門體育會;屯門盃分齡游泳比賽;50 米蝶泳;季軍 
˙ 屯門體育會;屯門盃分齡游泳比賽;4x50 米男女混合自由接力;冠軍 
˙ 康文署;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50 米蝶泳;亞軍 



序

號 
班別 

(19-20) 
班別 

(20-21) 
姓名 獲獎內容 (2019-2020 年度) 

20. 2C 3C 葉天朗 

˙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 米;亞軍 
˙ 康民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E 組 4X400 米;季軍 
˙ 康民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D 組 60 米;季軍 
˙ 康民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E 組 100 米;亞軍 

21. 3A 4A 馮梓銘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美嘉欣無人機任務飛行賽;三等獎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 "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50 米水火箭打靶賽; 一等獎 

22. 3B 4B 伍樂恩 

˙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中學組;冠軍(600 元書

卷) 
˙ 屯門區議會;屯門遙控船比賽;學界環保模型船比賽;冠軍 
˙ 田家炳中學;全港中小學 MRSTEMer micro : bit 編程大賽;創意智能模型賽中學

組;一等獎 

23. 3C 4C 馬儉恆 

˙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中學組;亞軍(300 元書

卷) 
˙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中學組;冠軍(600 元書

卷) 
˙ 屯門區議會;屯門遙控船比賽;學界環保模型船比賽;冠軍 

24. 4A 5A 黃嘉豪 ˙ 東莞市台港澳工作辦公室;2019 東莞台港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動;中學生機

器人擂台賽;冠軍 

25. 4A 5A 蔣永康 

˙ 東莞市台港澳工作辦公室;2019 東莞台港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動;中學生機

器人擂台賽;冠軍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紅雀機筋動力機留空競時賽;三等獎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50 米水火箭打靶賽;二等獎 
˙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2019 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三等獎 

26. 4A 5A 廖昌國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挑戰者無人機障礙飛行賽;三等獎 
˙ 中國航空運動恊會、香港航模協會;第 21 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50 米水火箭打靶賽;三等獎 

27. 4A 5A 施澤銘* 

˙ 東莞市台港澳工作辦公室;2019 東莞台港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動;中學生機

器人擂台賽;冠軍 
˙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2019 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三等獎 
˙ 智國集團有限公司;智愛閱讀中文計劃;金獎 

＊獲獎勵境外考察(上限港幣$2,000 元)及獲贈全年書簿(上限港幣$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