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潔心成就獎 5D 商莉

(2) 積極人生獎 3A  蔡宛容 5D  曾詠榆

(3) 潔心獎學金

中一 1A 歐淑雯 1B 李皓瑩 1A 文璿惠 1B 何希婷 1A 盛志美

中二 2A 林可悠 2B 林佳頤 2B 鍾恩翹 2B 李旻叡 2B 李晴而

中三 3A 黃家晶 3B 林雅妍 3B 朱麗嵐 3A 鄧凱琳 3A 劉凱茵

中四 4B 黃旭媚 4C 黃謙銘 4D 何潤霖

中五 5C 黃嘉盈 5D 商莉

(4) 李喜德修女紀念獎學金

中一 1A 鄭子欣

中三 3B 周家而 3A 蔡宛容

中四 4B 林靖紋 4D 楊鳳儀

中五 5A 黃芷晴 5D 邵伊雯 5D 曾詠榆

(5) 學科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科目 中四 中五

中國語文 1B  蔡昕楠 2A  林可悠 3A  黃家晶 中國語文 4B  黃旭媚 5D  商莉

英國語文 1B  李皓瑩 2B  包文娜 3B  林雅妍 英國語文 4D  梁仟穎 5D  商莉

數學 1A  歐淑雯 2B  鍾恩翹 3B  朱麗嵐 數學(文組) 4B  黃旭媚 5C  李鳳玲

科學 1A  歐淑雯 2A  林可悠 3A  黃家晶 數學(理組) 4D  鄧舒琪 5D  商莉

綜合人文 1A  盛志美 2A  林可悠 3A  黃家晶 4D  何潤霖   

  2B  李旻叡 3B  陳嘉盈 數學  (單元一) 4D  楊鳳儀

中國歷史 1A  盛志美 2A  林可悠 3B  朱麗嵐 通識教育 4D  梁仟穎 5D  商莉

普通話 1A  陳麗穎 2B  李晴而 3B  朱麗嵐 中國文學 4B  黃旭媚

普通電腦 1B  何希婷 2B  李晴而 3A  劉凱茵 物理 4D  楊鳳儀 5D  商莉

家政 1A  歐淑雯 2A  鄭雪瑩 3B  朱麗嵐 化學 4D  何潤霖 5D  商莉

宗教 1B  何希婷 2A  林可悠 3B  周家而 生物 4D  何潤霖 5D  商莉

音樂 1B  李皓瑩 2A  洪蕊 3A  梁凱琦 中國歷史 4B  黃旭媚 5C  梁嘉怡

視覺藝術 1C  林穎坤 2A  林可悠 3A  蔡宛容 經濟 4C  勞琪茵 5C  黎泳璇

體育 1D  吳嘉善 2B  霍墁煊 3C  黃映茼 地理 4C  李曉玲 5C  黃嘉盈

倫理與宗教 4A  吳桃宜 5C  陳玥瀅

旅遊與款待 4C  黃嘉靖 5C  黃嘉盈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4C  黃謙銘 5C  黎泳璇

資訊及通訊科技 4C  張嘉蔚 5C  周海晴

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

4C  馬文珊 5C  張雅詩

視覺藝術 4C  黃悅蕎 5C  胡文盈

宗教 4C  許佩妍 5D  鄭桂鳳

藝術發展 4C  陳名尉 5D  商莉

體育 4D  郭鎧盈 5C  張雅詩

(6) 中文獎

中一 1B  蔡昕楠 1B  李皓瑩 1B  梁芝賢

中二 2A  林可悠 2B  李晴而 2B  林佳頤

中三 3A  黃家晶 3B  林雅妍 3B  朱麗嵐

中四 4B  黃旭媚 4D  何潤霖 4D  許佩妍 4D  陳思穎

中五 5D  商莉 5D  陳影樺 5D  廖翠汶

(7) 英文獎

中一 1B  李皓瑩 1B  何希婷 1A  文璿惠

中二 2B  包文娜 2A  林可悠 2B  李旻叡

中三 3B  林雅妍 3A  黃家晶 3B  葉丹妮

中四 4D  梁仟穎 4D  何潤霖 4D  何睿凌

中五 5D  商莉 5C  黃芷瑤 5C  黃靖晴

(8) 數學獎

中一 1A  歐淑雯 1A  鄭子欣 1B  李皓瑩

中二 2B  鍾恩翹 2A  林可悠 2D  楊宝儀

中三 3B  朱麗嵐 3A  劉凱茵 3A  黃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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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學獎

中一 1A  歐淑雯

中二 2A  林可悠

中三 3A  黃家晶

(10) 高中物理獎

中四 4D  楊鳳儀

中五 5D  商莉

(11) 高中化學獎

中四 4D  何潤霖

中五 5D  商莉

(12) 視覺藝術獎

中一 1C  林穎坤 1A  胡海錡 1B  李釺銦

中二 2A  林可悠 2D  楊宝儀 2B  李旻叡

中三 3A  蔡宛容 3B  梁寶婕 3D  蔣柔美

中四 4C  黃悅蕎

中五 5C  胡文盈

(13) 勤學獎

中一 1A  文璿惠 1C  林穎坤

中二 2A  康敏楠 2A  林可悠

中三 3A  劉凱茵 3A  梁凱琦 3B  陳嘉盈 3B  鄺文茵 3B  林雅妍 3B  林金運 3B  楊若楹

中四 4D  何潤霖 4D  王融

中五 5A  陳沛玲 5C  陳玥瀅 5C  張雅詩 5C  李鳳玲 5D  陳考彤 5D  陳影樺 5D  張靖欣

5D  何樂雯 5D  廖翠汶 5D  商莉

(14) 品行獎

中一 1A  鄭子欣 1A  文璿惠 1A  歐淑雯 1B  何希婷 1B  何心柔 1B  李皓瑩

1C  林穎坤 1C  盧曉宇

中二 2A  鄭雪瑩 2A  康敏楠 2B  蔡曉嵐 2B  林佳頤 2B  李旻叡

中三 3A  蔡宛容 3A  鄭天欣 3A  黃家晶 3B  林雅妍 3B  蘇樂恩 3C  陳曉盈

4A  吳桃宜 4B  談佩芝 4C  陳名尉 4C  許佩妍 4C  黃悅蕎 4D  何潤霖 4D  林育仟

中五 5A  陳沛玲 5B  葉麗儀 5C  張雅詩 5D  陳影樺 5D  商莉 5D  曾詠榆

(15) 服務獎

中一 1A  鄭子欣 1A  文璿惠 1A  吳伊雪 1A  歐淑雯 1B  方凱祺 1B  何希婷 1B  何心柔

1B  李皓瑩 1B  馬晞童 1B  馬凱婷 1C  張心悅 1C  林穎坤 1C  梁韻晴 1C  盧曉宇

1C  布詠怡 1D  何心怡 1D  李嘉欣 1D  李惠慧

中二 2A  鄭雪瑩 2A  康敏楠 2A  羅沛沂 2B  區嘉慧 2B  蔡曉嵐 2B  鍾恩翹 2B  梁嘉雯

2B  梁碧萾 2C  鄭靖恩 2C  林可悦 2C  盧曉婷 2C  吳家鳳 2D  陳汶希 2D  黃彩儀

中三 3A  蔡宛容 3A  鄭天欣 3A  梁凱琦 3A  梁若曦 3A  鄧凱琳 3A  黃家晶 3B  周家而

3B  黎倇寧 3B  林雅妍 3B  蘇樂恩 3C  陳曉盈 3C  趙加希 3C  李立宜 3C  吳愷琳

3C  黃映茼 3D  方綺霖 3D  何敏妍 3D  黃芷晴

中四 4A  林可怡 4A  梁雪寧 4A  杜巧茹 4B  鄭卓楹 4B  房珈瑤 4B  馮敏芝 4B  談佩芝

4C  區樂瑤 4C  陳名尉 4C  許佩妍 4C  馬文珊 4C  黃志珺 4C  黃謙銘 4D  張佳靈

4D  郭鎧盈

中五 5A  徐緣 5A  簡淑瑩 5A  黃芷晴 5A  袁穎芊 5B  梁麗冰 5B  麥詠愉 5B  鄧熙

5B  鄧漪㻳 5B  王芷琳 5B  葉麗儀 5C  張雅詩 5C  周海晴 5C  何善雯 5C  呂曉桐

5C  黃靖晴 5C  黃嘉麗 5C  黃嘉慧 5C  黃嘉盈 5C  胡文盈 5C  阮正心 5D  陳影樺

5D  鄭桂鳳 5D  張靖欣 5D  符曉茵 5D  葉芷穎 5D  谷德寶 5D  梁穎彤 5D  廖翠汶

5D  莫瑪莉 5D  聶嘉妍 5D  商莉 5D  邵伊雯 5D  曾詠榆 5D  謝穎欣 5D  王格致

5D  徐紫瑶

(16)  最佳勤學獎

中一 1A  文璿惠 1C  林穎坤

中二 2A  康敏楠 2A  林可悠

中三 3B  鄺文茵 3B  林金運 3B  楊若楹

中四 4D  何潤霖 4D  王融

中五 5C  張雅詩 5D  陳影樺 5D  廖翠汶



(17)  最佳品行獎

中一 1A  鄭子欣 1B  何希婷 1C  林穎坤

中二 2A  康敏楠 2B  李旻叡

中三 3A  鄭天欣 3B  林雅妍 3C  陳曉盈

中四 4A  吳桃宜 4B  談佩芝 4C  許佩妍 4D  何潤霖

中五 5A  陳沛玲 5B  葉麗儀 5C  張雅詩 5D  商莉

(18) 傑出體藝獎 5D  葉芷穎 5C  胡文盈 5C  張雅詩

(19) 傑出義工獎 4D  甄家希

(20)  最佳進步獎

中一 1A  梁海淇 1B  李釺銦 1C  林穎坤 1D  余咏縈

中二 2A  陳麗娟 2B  林嘉敏 2C  林淋 2D  鄭呈晴

中三 3A  蕭穎詩 3B  蘇樂恩 3C  陳杏儀 3D  張幸霖

中四 4A  吳桃宜 4B  譚麗詠 4C  勞琪茵 4D  林育仟

中五 5A  許舒玟 5B  梁麗冰 5C  呂曉桐 5D  邵伊雯

(21) 優點獎勵計劃(金獎)

中一 1B  何希婷 1A  歐淑雯

中二 2A  林可悠 2B  李旻叡

中三 3A  蔡宛容 3A  鄧凱琳 3B  朱麗嵐

中四 4D  郭鎧盈 4D  何潤霖

中五 5C  張雅詩 5D  商莉

(22)「東九龍青年社」第十三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3A  鄭天欣 3A  黃家晶 3A  商莉

(23)「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5B 葉麗儀 5D  陳影樺

(24)  ELO Writing Competition (Junior)

2nd Place 3B  葉丹妮

(25) 香港學校朗節-英詩獨誦 3D  黃芷晴

(26)  教協普及閱讀計劃

紫章 1A  曾靖媛 3A  劉凱茵

(27)  第 31 屆全港 i-learner「智好學計劃」

金獎 1A  陳麗穎 2A  香凌兒 2A  陳彥妤

學校優秀學生獎 1A  文璿惠 1C  林敏娜 2A  余嘉莉 1D  李紫馨

2019-2020 會計及商業個案比賽

第一級別 5C  鄭婉碧 5C  張雅詩 5C  周海晴 5C  黎泳璇 5C  李鳳玲

(28)  智愛中英文平台

上學期 中一 季軍 1C  林敏娜

中二 冠軍 2A  陳彥妤

亞軍 2A  林可悠

季軍 2A  余嘉莉

下學期 中一 冠軍 1B  李釺銦

亞軍 1B  陳妍霖

季軍 1A  聶君穎

中二 冠軍 2A  陳彥妤

亞軍 2A  陳麗娟

季軍 2A  鄭雪瑩

(29) 自主學習獎項

 第二學期「最優秀小組」 1A 梁雅琪 陳帝臣 林凱琪 沈愉錚

                1B 何希婷 周夏珊 高加桐 張雯琪

1C 林凱琪 蔡芷晴 張心悦 林敏娜

1D 曾梓茵 梁穎琦 陳夢軒 辛向晴

2A 梁佳鈺 陳曉琳 羅沛沂 勞子恩

2C 羅梓甄 羅詠怡 吳凱晴 蔡玉幸

2D 馮佩瑩 鄭天瀅 黃凱莉 勞可晴

3A 蔡宛容 張惠怡 梁曉盈 楊諾之

3C 陳曉盈 李凱愉 吳愷琳 曾晶晶

3D 劉凱瑩 夏莉敏 杜希婷 黃樂欣



全年最優秀組長 1A 歐淑雯 文璿惠 鄭子欣

1B 李皓瑩 何希婷 何心柔 阮靖嵐 陳子慧

胡海錡

1C 盧曉宇 張心悅 黃智敏

1D 何心怡 周巧茹

2A 管曉瑩 林可悠 梁佳鈺

2B 李旻叡 王曉燕 鍾恩翹 霍墁煊 馮靜雅

林佳頤

2C 羅梓甄 邱鍈淇

3A 劉凱茵 黃家晶 周樂怡 龍月欣

3B 朱麗嵐 陳彩莉 林雅妍 姚卓盈

3C 陳曉盈

3D 張址敏 錢麗芸

(30) 傑出領袖生獎勵計劃

金獎 4A  吳桃宜 4C  陳名尉 4C  陸嘉雯 4C  黃悅蕎 5C  陳玥瀅 5D  梁芷晴 5D  商莉

5D  曾詠榆

銀獎 3B  鄺文茵 3B  林雅妍 3B  姚卓盈 3C  陳杏儀 3D  莊錦銥 4A  莊芷菁 4D  何睿凌

4D  何潤霖 4D  林子游 5B  黎穎蓁 5C  朱桂瑤

銅獎 3A  劉凱茵 3A  楊諾之 3B  郭林鳳 4C  許佩妍 4D  林育仟 4D  李翠儀 4D  甄家希

5B  伍嘉儀 5D  陳考彤

(31) 卓越學生輔導員

金獎 4C  許佩妍 5A  徐緣 5B  王芷琳 5B  葉麗儀 5C  陳思諾 5C  黃嘉盈 5D  廖翠汶

5D  邵伊雯

銀獎 3A  蔡宛容 3A  鄭天欣 3A  鄧凱琳 3B  周家而 3B  朱麗嵐 3B  郭林鳳 3C  陳杏儀

3C  蔡菀螢 3D  陳彥冰 3D  郭文欣 4A  梁雪寧 4A  李詠珊 4B  何雪晴 4B  談佩芝

4C  關芷欣 4C  劉詠欣 4C  李曉彤 4C  譚映芝 4C  黃嘉靖 4D  何潤霖 4D  李鎵渝

4D  甄家希 5A  陳頌恩 5C  勞敏芝 5D  張靖欣 5D  何綽琳 5D  何樂雯

(32)  香港青年協會背包跑2019

學校組4.2公里賽 亞軍 5C  朱麗如 5C  張雅詩 5B  蔡映怡 5C  李鳳玲 4D  郭鎧盈 4D  楊子珊

(33)  仁愛堂大力水手慈善跑

5K隊際 季軍 5C  朱麗如 5C  張雅詩 5B  蔡映怡

3K14-15歲組別 亞軍 4D  郭鎧盈

5K16-19歲 冠軍 5C  李鳳玲

亞軍 5C  朱麗如

(34)  慕光英文書院4X100友校接力賽

冠軍 4D  楊子珊 5B  蔡映怡 5C  朱麗如

(35)  樂善堂余近卿紀念中學4X100友校接力賽

季軍 2C  蔡玉幸 3A  龍月欣 3C  黃映茼 4D  楊子珊

(36)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女子C組

1500米 亞軍 5C  李鳳玲

200米 季軍 5C  張雅詩

200米 冠軍 5B  蔡映怡

400米 亞軍 5C  朱麗如

400米 季軍 5C  張雅詩

4X400米接力 亞軍 5C  張雅詩 5C  朱麗如 5C  李鳳玲

800米 亞軍 5C  李鳳玲

(37)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女子D組

100米欄 季軍 4D  郭鎧盈

400米 季軍 4D  楊子珊

4X100米接力 季軍 4D  吳紫晴 4D  楊子珊 3C  黃映茼 3A  龍月欣

4X400米接力 冠軍 4D  郭鎧盈 3A  陳紫蕊 2B  陳洛珮 2B  霍墁煊

鉛球 冠軍 4D  吳紫晴

鐵餅 冠軍 4D  吳紫晴

(38)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女子E組

400米 冠軍 2B  霍墁煊



(39)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第三組第三區)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5C  張雅詩 5C  朱麗如 5C  李鳳玲 5B  蔡映怡 4D  楊子珊

(40)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第三組別九龍二區)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游 亞軍 2A  郭鈞蕎

50米背泳 殿軍 2A  郭鈞蕎

(41)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向歧視說不!」面具設計比賽

冠軍 5C  胡文盈

傑出作品 4B  黃嬋聰

(42) 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2019/2020

校園藝術大使 (視覺藝術) 5C  朱麗如

(43) 路德會青彩中心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無毒郵心起」郵票設計比賽

中學組最具創意獎 4C  黃悦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