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內獲獎項目 

(1) 本學年學業獎、學業進步獎 
 學業獎 學業 

進步獎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梁昕喬 陳俊樂 蔡耀軒 蔡家惠 

1B 袁建豪 李柏言 梁皓軒 徐煜杭 

1C 林煒原 王升宏 蘇軼坤 黃幫濤 

1D 胡樂熙 梁志煊 丁寶怡 吳皓弦 

2A 梁銘熹 梁智傑 梁仲恒 趙敬華 

2B 陳健行 周樂熙 黃家祥 周樂熙 

2C 王若薇 黎以澄 倪志霖 羅大維 

2D 黃頌祺 馮嘉榮 李文迪 林子軒 

3A 張凱盈 呂國森 何銘萱 － 

3B 吳偉楠 陳浚謙 區穎婷 吳偉楠 

3C 周穎琳 張君樂 蘇海彤 何浚瑋 

3D 譚兆均 彭建霖 施卓龍 － 

4A － － － － 

4B 陳旻衍 顧家裕 余梓諾 陳旻衍 

4C 張堅浩 馮冠衡 梁海培 歐浩民 

4D 蘇嘉凌 鄭天諾 鄭凱琳 李衍樂 

4E 李嘉麟 陳建樺 張振輝 李浩倫 

5A 曾逸凡 鄭浩賢 張狄禧 張狄禧 

5B 黃逸適 黎永樂 王錦龍 王錦龍 

5C 黃永祺 黃鵬程 黃嘉琦 聶立高 

5D 鍾慶濤 馮澤銘 陳璧霖 吳汶欣 

5E 陳健偉 朱永光 陳廷晉 林駿洪 

 

(2) 本學年各科第一名 
班別 學  生 科  目 
1A 陳採南 數學 
1C 林煒原 數學 科學（中一至中三） 
1C 葉峻賢 中外歷史 
1D 陳詠嵐 視覺藝術 
1D 洪瑋琪 普通電腦科  
1D 丁寶怡 中國語文 視覺藝術 生活與環境 普通話 
1D 胡樂熙 英國語文 科學（中一至中三） 

 



班別 學  生 科  目 
2A 梁仲恒 數學 
2C 洪婧怡 視覺藝術 
2C 王若薇 中外歷史 生活與環境 科學（中一至中三） 
2C 姚開達 普通話  
2D 李君洋 科學（中一至中三）普通電腦科  
2D 李佩樺 英國語文 
2D 李梓渝 中國語文 
2D 李文迪 數學 

 

班別 學  生 科  目 
3A 陳衍斐 視覺藝術 
3B 吳偉楠 數學 
3C 周穎琳 化學 
3C 吳欣彤 生物  
3C 彭裕成 中國語文 
3C 阮家鋒 物理 
3D 洪浩軒 普通電腦 
3D 梁俊康 普通電腦 
3D 彭建霖 生活與環境 
3D 施卓龍 普通話 中外歷史 
3D 譚兆均 化學 數學 物理 生物英國語文 

 
班別 學  生 科  目 
4A 林澤軒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4B 陳旻衍 數學（必修部分） 
4C 張堅浩 生物 
4C 馮冠衡 物理 
4C 梁展程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陳可晴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鄭綺晴 地理 
4D 鄭嘉穎 中國歷史 
4D 鄭天諾 經濟 
4D 洪瑋歆 中國語文 
4D 梁展昊 歷史 
4D 羅詩婷 化學 
4E 陳建樺 通識教育 
4E 張振輝 生物 英國語文 

4E 李嘉麟 物理數學（必修部分） 



 
班別 學  生 科  目 

5B 黃逸適 數學（必修部分） 
5C 黃嘉琦 中國語文 
5C 黃鵬程 化學 
5C 黃永祺 生物 
5D 陳熙晴 英國語文 
5D 張澤霖 資訊及通訊科技 
5D 鍾慶濤 物理 
5D 鍾杞烽 地理 
5D 林靜希 通識教育 
5D 林穎珊 歷史 經濟 
5D 李文意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D 蕭嘉維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5E 陳健偉 化學 
5E 黎衍筠 生物 
5E 譚詠文 數學（必修部分）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5E 王肇禧 物理 

 

(3) 操行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黎敏兒 李柏言 姚詠馨 
洪瑋琪 

丁寶怡 
－ 

中二級 黃佩盈 陳業華 王若薇 吳卓芝 － 

中三級 張凱盈 鍾怡婷 
周穎琳 

吳欣彤 
彭建霖 － 

中四級 
林嘉娸 

鄭諾琳 
邱嘉妍 張堅浩 鄭凱琳 梁紫晴 

中五級 邱本樑 陳曉霖 
許嘉利 

梁穎珊 

陳壁霖 

李文意 

李綽芝 

王肇禧 

 
  



(4) 服務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陳詠琪 張凱桐 林煒原 王佳雯 － 

中二級 鄭詠晴 姚曉彤 王若薇 李梓渝 － 

中三級 張凱盈 鍾怡婷 吳欣彤 翁梓銘 － 

中四級 林嘉娸 歐陽家樂 鄭志豪 黃卓賢 
陳建樺 
吳佩瑩 

中五級 鄭浩賢 王錦龍 
黃嘉琦 
黃鵬程 

陳壁霖 王肇禧 

 
 

(5) 獎學金 
 

王卓祺校友獎學金 4E (15-16) 陳健偉 
  中學文憑 楊悅雯 陳家駿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中六戊 馮錦添 
    中六丁 連曉玲 

 
祈良神父紀念教育獎學金   中六戊 周曉彤 
 
關慧賢女士獎學金   中三丙 何浚瑋 
    中四乙 陳旻衍 
    中五戊 林駿洪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全級第一名及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中一級 中一丙 林煒原 中一丁 胡樂熙 

 中二級 中二丁 黃頌祺 中二丁 馮嘉榮 

 中三級 中三丁 譚兆均 中三丁 彭建霖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中四乙 蘇曉琳 

      中四丁 郭弘言 

  



 

梁祐忠神父紀念獎學計劃 
 學生領袖獎 中五戊 陳健偉 
 英文學藝獎 中五戊 鄧諾仁 
 中文學藝獎 中四丁 洪瑋歆 
 體育獎 中五戊 廖凱恩 
 音樂獎 中三丁 翁梓銘 
 視覺藝術獎 中五丙 江正霖 

 
吳志光校友紀念獎學金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中一級 中一丁 丁寶怡 中一丁 胡樂熙 中一丙  林煒原 
 中二級 中二丁 李梓渝 中二丁 李佩樺 中二丁  李文迪 
 中三級 中三丙 彭裕成 中三丁 譚兆均 中三丁  譚兆均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中四級 中四丁 洪瑋歆 中四戊 張振輝 中四戊  李嘉麟 
 中五級 中五丙 黃嘉琦 中五丁 陳熙晴 中五戊  譚詠文 

 

(6) 學生互評計劃『最佳品德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陳俊樂 
關嘉慧 
黃琤瑩 

林煒原 丁寶怡 － 

中二級 江偉杰 陳健行 王若薇 黃頌祺  － 
中三級 張凱盈  鍾怡婷 黎鎮昇 謝希彤 － 
中四級 王潤寶 陳冠明 張嘉儀 黃卓賢 李嘉麟 
中五級 王家傑 田文傑 許嘉利 陳璧霖 王肇禧  

 

(7) 資訊科技服務計劃 
資訊科技服務獎 中四丙 鄭家俊 中四丙 梁展程 

 中四丁 梁展昊 中五丙 林秉進 

 中五丙 梁仲明 中五丙 聶立高 

 中五丁 張澤霖 中五丁 麥偉儒 

 中五戊 陸浩男 中五戊 黃雪嵐 

 中五戊 肖嘉杰 

 

(8) 樂團、無伴奏合唱團最傑出團員 
 敲擊樂最傑出團員   中三丙 吳欣彤 

 管樂團最傑出團員   中三丁 翁梓銘 

 無伴奏合唱團最傑出團員  中三甲 徐文謙 



 

(9) 最佳運動員獎 
 最佳男足球員  乙組 中三甲 冼駿諺 

 最佳男籃球員  甲組 中三甲 姜維光 

   丙組 中二乙 魏卓豐 

 最佳男羽毛球運動員 甲組 中三乙 吳偉楠 

 最佳女排球運動員  甲組 中五丙 梁穎珊 

 

(10) 伯多祿傳人閱讀獎勵計劃 
 大獎     中二丙 邱紫棋 

 

(11)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彩虹學生年獎」 
 乙等獎（銅獎） 
中一甲 莊恩童 中一乙 林利彌 中一丙 陳梓彤 
中一丙 張綽君 中一丙 郭嘉瑩 中一丙 李幸圩 
中一丙 梁僥倩 中一丙 梁思晴 中一丙 黃幫濤 
中一丙 王升宏 中一丙 姚詠馨 中一丙 葉峻賢 
中一丁 陳梓熙 中一丁 周梓穎 中一丁 李芷恩 
中一丁 馬栢軒 中一丁 黃建銘 中一丁 胡樂熙 
中二甲 周永輝 中二甲 馮嘉俊 中二甲 梁詠心 
中二甲 楊安齊 中二乙 梁嘉錡 中二丙 張家軒 
中二丙 張栢肇 中二丙 周泓基 中二丙 徐瑋鍵 
中二丙 莫蔚君 中二丙 邱紫棋 中二丁 李文迪 
中二丁 麥雋暉  
中三甲 周靜文 中三甲 姜維光 中三甲 盧靖兒 
中三甲 冼駿諺 中三乙 區穎婷 中三乙 郭浩朗 
中三乙 梁曉倩 中三乙 吳穎欣 中三乙 鄧煌展 
中三乙 杜淦明 中三乙 徐國俊 中三乙 徐雅琪 
中三乙 董麗喬 中三乙 黃裕茵 中三丙 周穎琳 
中三丙 張君樂 中三丙 馮曉潼 中三丙 關樂熙 
中三丙 黎智聰 中三丙 黎鎮昇 中三丙 呂頌然 
中三丙 蘇海彤 中三丙 曾蕊雪 中三丙 黃婥琳 
中三丁 陳諾軒 中三丁 馮詩詠 中三丁 洪浩軒 
中三丁 黎靖潼 中三丁 謝希彤 中三丁 黃子程 
中三丁 楊芷穎  
中四甲 張慧婷 中四甲 王潤寶 中四乙 陳善宏 
中四乙 方柏灝 中四乙 黃浩然 中四乙 余梓諾 
中四丙 鄭家俊 中四丙 周靜雯 中四丙 周芷君 
中四丙 梁展程 中四丙 蔡沛洲 中四丁 陳可晴 



中四丁 陳浩彤 中四丁 陳樂謙 中四丁 鄭綺晴 
中四丁 鄭嘉穎 中四丁 洪瑋歆 中四丁 林頌怡 
中四丁 林嘉雯 中四丁 梁展昊 中四丁 李衍樂 
中四丁 盧栢謙 中四丁 羅詩婷 中四丁 吳嘉宜 
中四丁 吳雅霖 中四丁 唐明林 中四丁 黃卓賢 
中四戊 陳建樺 中四戊 張振輝 中四戊 許敏蔚 
中四戊 梁紫晴 中四戊 黃國鴻 中四戊 余文晧 
中五甲 韋宇恆 中五甲 邱本樑 中五甲 伍敏儀 
中五乙 王錦龍 中五乙 黃逸適 中五乙 楊思琦 
中五丙 鄭俊軒 中五丙 吳志遠 中五丙 黃永祺 
中五丁 陳熙晴 中五丁 張澤霖 中五丁 黎子軒 
中五丁 李文意 中五丁 李明樺 中五丁 吳康瑤 
中五丁 鄧 悠 中五丁 楊家銘 中五戊 蔡婉靖 
中五戊 郭耀文 中五戊 林駿洪 中五戊 李梓諾 
中五戊 李盈康 中五戊 蕭毅心 中五戊 譚健亨 
中五戊 譚詠文 中五戊 王肇禧 中五戊 黃雪嵐 
中六甲 羅振庭 中六甲 阮詠茵 中六乙 江劍揚 
中六乙 林澤標 中六乙 麥穎豪 中六戊 鄭丁浩 
 
 甲等獎（銀獎） 
中一丁 梁志煊 中一丁 丁寶怡  
中二甲 鄭詠晴 中二丙 倪志霖 中二丙 王若薇 
中二丙 庄佳瑩 中二丁 黃頌祺  
中三甲 崔詠欣 中三乙 蔡沛珊 中三乙 關穎茵 
中三丙 何嘉信 中三丙 黎碧妍 中三丙 吳欣彤 
中三丙 袁可晴 中三丁 陳俊樺 中三丁 陳茵茵 
中三丁 彭建霖  

中四甲 鄭諾琳 中四甲 林嘉娸 中四乙 歐陽家樂 
中四乙 鄭智峰 中四乙 梁嘉堯 中四乙 王子樂 
中四乙 胡思敏 中四丁 鄭天諾 中四丁 符維真 
中四丁 江杰文 中四丁 黃麗言 中四戊 雅 達 
中五甲 黃裕淇 中五乙 陳曉霖 中五乙 關琇文 
中五乙 黃凱晴 中五丙 呂詠詩 中五丁 陳璧霖 
中五丁 張嘉瑜 中五丁 林靜希 中五丁 林穎雯 
中五丁 麥偉儒 中五丁 吳汶欣 中五丁 蕭嘉維 
中五丁 胡倩婷 中五戊 張恩祈 中五戊 朱永光 
中五戊 鄧諾仁  
中六丁 何芷晴 中六丁 梁紫晴 中六戊 林筠皓 
中六戊 楊斯敏  

  



 
 優等獎（金獎） 
中一丁 陳梓洛 中一丁 王佳雯  
中二乙 姚曉彤  
中三甲 伍綽盈 中三乙 鍾怡婷 中三丙 陳盈盈 
中三丙 鄭佩琪 中三丁 許方晉 中三丁 譚兆均 
中三丁 翁梓銘 
中四乙 陳冠明 中四乙 蘇曉琳 中四丁 鄭凱琳 
中四丁 郭泓言 中四丁 蘇嘉凌 中四戊 伍芷茵 
中四戊 吳佩瑩  
中五丙 康恬寧 中五丙 許嘉利 中五丙 江正霖 
中五丙 梁蔓婷 中五丙 梁穎珊 中五丙 黃嘉琦 
中五丙 黃鵬程 中五丁 陳嬋雯 中五丁 林永嵐 
中五戊 陳健偉 中五戊 張嘉希 中五戊 黎衍筠 
中五戊 李柏軒 中五戊 廖凱恩 中六戊 王卓琳 
中六甲 姜國軒 中六甲 李肇慶 中六甲 盧頌德 
中六甲 莫彩琴 中六甲 彭昌順 中六甲 譚家怡 
中六甲 楊雅妍 中六乙 區嘉輝 中六乙 林嘉希 
中六乙 吳重賢 中六乙 翁永泰 中六丙 趙婷瑋 
中六丙 馮澤鋒 中六丙 馮淑瑩 中六丙 馮子軒 
中六丙 馮婉怡 中六丙 藍婷婷 中六丙 李焯根 
中六丙 李英豪 中六丙 呂麗珊 中六丙 吳雅雪 
中六丙 譚嘉晴 中六丙 鄧健斌 中六丙 黃曉君 
中六丙 邱錦宏 中六丁 崔 璨 中六丁 馮樂晴 
中六丁 馮永輝 中六丁 馮曉玥 中六丁 郭曉鎣 
中六丁 林浚銘 中六丁 林思慧 中六丁 梁梓朗 
中六丁 梁日華 中六丁 連曉玲 中六丁 門嘉偉 
中六丁 吳樂琦 中六丁 敖偉源 中六丁 彭泳熹 
中六丁 蘇美琦 中六丁 鄧咏謙 中六丁 黃凱程 
中六丁 袁慧雯 中六戊 陳俊明 中六戊 張希娜 
中六戊 周曉彤 中六戊 鄧泳琪 中六戊 霍顯齊 
中六戊 馮錦添 中六戊 吳崇德 中六戊 吳 熠 
中六戊 石心宜 中六戊 杜泳賢 中六戊 黃國豪 
中六戊 楊煒儀 中六戊 袁樂燕  

 

(12)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伯多祿傳人獎」 
 銅獎 

中三乙 鍾怡婷 中三丙 陳盈盈 中三丙 鄭佩琪 
中三丁 許方晉 中三丁 彭建霖 中三丁 譚兆均 
中三丁 翁梓銘  
中四甲 王潤寶 中四乙 梁嘉堯 中四丙 周芷君 



中四丁 符維真 中四丁 郭泓言 中四丁 吳嘉言 
中四丁 蘇嘉凌 中四戊 張振輝 中四戊 伍芷茵 
中四戊 吳佩瑩 中四戊 雅達  
中五乙 關琇文 中五丙 江正霖 中五丙 梁穎珊 
中五戊 陳健偉 中五戊 李柏軒 中五戊 譚詠文 
中五戊 王卓琳  
中六甲 姜國軒 中六丙 馮淑瑩 中六丙 馮婉怡 
中六丙 呂麗珊 中六丁 崔璨 中六丁 馮曉玥 
中六丁 郭曉鎣 中六丁 林浚銘 中六丁 梁紫晴 
中六丁 梁梓朗 中六丁 門嘉偉 中六丁 敖偉源 
中六丁 黃凱程 中六戊 吳崇德 中六戊 石心宜 

 銀獎 
中四丁 林頌怡  
中五乙 黃凱晴 中五丁 張嘉瑜 中五戊 張嘉希 
中五戊 朱永光 中五戊 鄧諾仁   

 金獎 
中五丁 陳璧霖 中五丁 陳嬋雯 中五丁 林永嵐 
中五戊 廖凱恩 
中六丁 連曉玲 中六丁 彭泳熹 中六戊 杜泳賢 

 
 白金獎 

中六戊 馮錦添 
 

(13) 最佳會社 
冠軍 音樂學會 
亞軍 環境學會 
季軍 中文學會、 
 英文學會、 
 科學學會生物小組 

 

(14) 社際比賽全年總冠軍  
聖保祿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