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可盈 入讀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

鄭堯迅 入讀嶺南大學

尹曉桐 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獲取四科5**及一科5*級成綪

呂樂謙 2018-2019考獲全級第十七名

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獲取兩科5**、一科5*、一科5及兩科4級成績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商管理學院

陳俊謙 入讀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

張維維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全班第二名

徐巧晴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音樂科第三名

高樂禧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家政科第三名

張家杰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靈糧堂奬學金、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方僑浚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普通電腦科第三名、音樂科第三名

陳盈慧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家長教師會奬學金、宗教科第二名

何志輝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通識教育科第三名、設計與科技科第三名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

劉梅軒長老奬學金、大埔靈糧堂奬學金、靈糧堂奬學金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全級第一名、全班第一名、通識教育科第一名

中國歷史科第一名、歷史科第一名、數學科(必修部份)第二名

音樂科第二名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

靈糧堂奬學金、通識教育科第一名、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第一名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二名

黃傑祺 1819年度第三學期校入成績：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三名

黎祉齊 獲取急救證書、拯搦銅章證書

獲取大埔區龍舟競賽2019青年組決賽季軍

獲取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標準龍200米男子金盃組亞軍

獲取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小龍200米混合金盃組季軍

獲取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小龍200米男子銀盃組冠軍

獲取香港拯溺總會急救證書

獲取香港拯溺總會泳池救生章證書

獲取香港拯溺總會拯溺銅章證書

獲取香港拯溺總會水上急救證書

獲得大埔區龍舟競賽2019青年組決賽季軍

獲得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標準龍200米男子金盃組亞軍

獲得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小龍200米混合金盃組季軍

獲得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龍舟錦標賽小龍200米男子銀盃組冠軍

獲得香港拯溺總會急救證書

獲得香港拯溺總會泳池救生章證書

獲得香港拯溺總會拯溺銅章證書

獲得香港拯溺總會水上急救證書

獲得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男子C組4x400m接力賽亞軍

獲得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男子C組鉛球季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迦密聖道中學

雷靖

王紫慧

高嘉謙

張家輝

蘇翠怡

1/5



獲取學術優異奬

獲服務奬

何彥俊 2019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獲取一科或以上達5**、最佳5科達25分或以上

獲傑出領導才能奬

獲傑出才藝奬

獲服務奬

劉家謙 獲傑出才藝奬

獲學科奬

獲服務奬

王倩樺 獲服務奬

Lam Man Hei 2018/2019 Academic Progress Award 

宋文聖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 工程學

周姍姍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 生物醫學系

盧希俊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 工程學

羅琬茵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林諾允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課程

李家俊 入讀香港大學 - 工商管理學學士 / 工商管理學學士 (會計及財務)

羅寶兒 入讀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蕭珮盈 入讀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入讀香港大學理學院

第18屆培正數學邀請賽獲優異奬

麥浩然 入讀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胡凱嵐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王倩盈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程政澔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羅倩婷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何浚傑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2019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彭信傑 入讀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吳嘉霖 入讀香港樹仁大學文學院

梁津熙 入讀東華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

潘曉思 入讀明愛專上學院健康科

劉雪汶 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奬壘球項目獲傑出運動員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獲季軍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8-2019獲季軍

林子翱

文蔚嵐

王肇枝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德信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劉希雅

杜正淳

邵翠瑩

甄景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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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川辯盃獲季軍

香港黏多糖症暨罕有遺傳病互助小組徵文比賽獲銀奬

全級年考第五名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自由接力獲金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100米背泳獲銅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背泳獲銅牌

2019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2019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全級年考第四名

陳卓琳 2019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盧一鋒 2019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張艾雯 香港黏多糖症暨罕有遺傳病互助小組徵文比賽獲優異奬

楊僖童 第一屆川辯盃獲季軍

勞翠琳 學生環境保謢大使獲銀奬

第一屆川辯盃獲季軍

大埔區傑出青年選舉獲傑出學生奬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奬

2018香港大律師公會辯論比賽初賽(英文)獲冠軍

全港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2018獲優異奬

黃宏立 全級年考第二名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自由泳獲銀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背泳獲銅牌

綠色空間由我創造綠色建築全港學生比賽2018-2019獲初中組季軍

2019港澳盃獲銅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8-2019獲季軍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獲季軍

公益少年團團員奬勵計劃獲藍星榮譽章

卓恩丞 2019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獲二等奬

何君彤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自由接力獲金牌

張芷澄 香港中學辯論比賽(英文)獲冠軍

張瑋珊 校園計劃標語設計比賽獲冠軍

劉穎欣 首屆中港澳桑摶錦標賽獲金牌

黃穎怡 首屆中港澳桑持錦標賽獲銀牌

校際遊泳錦標賽 200米自由泳獲金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 50米蝶泳獲金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 4X50米四式接力獲金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 4X50米四式接力獲金牌

校際游泳錦標賽 200米胸泳獲銀牌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8獲季軍

第31屆國際和平海報比賽獲季軍

楊正浩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四式接力獲金牌

馬樂瑤 2019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香港，我的家」獲優秀奬

譚家熙 全級年考第一名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四式接力獲銅牌

第十八屆童軍技能比賽彭灝盃獲冠軍

李子軒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四式接力獲金牌

鄭宇軒

吳子謠

何學泓

蔣穎兒

李芷喬

王肇枝中學

麥昕希

葉汶昕

林源晞

蕭朗

吳嚳禮

黃裕臻

林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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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高中數理比賽2019獲取Distinction (Biology), High Distinction (Chemistry)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HK Section) 獲取 Certificate of High Distinction

Innovative Business in HKSTP 獲取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 男子甲組50米蝶泳獲亞軍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 男子甲組50米自由泳獲殿軍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第九屆水運會 - 男女混合4 X50米自由泳接力獲季軍

地域會長盾童軍技能比賽2018暨全洪嘉爾頓錦標地域選拔賽獲全場總冠軍

2019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總決賽獲全場總亞軍

第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2019 - 中學合唱(中級組女聲)獲良好

龍城康體邁向三十載之龍城活力盃 - 中一至中三獨舞

- 牛仔獲亞軍

- 查查獲殿軍

- 森巴獲殿軍

- 倫巴獲殿軍

香港國際(慈善第一杯)體育舞蹈公開賽 

- 14歲以下單人四項獲冠軍

- 14歲以下單人五項獲冠軍

- 14歲以下單人雙項獲亞軍

葉子柔 第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2019 - 中學合唱(中級組女聲)獲良好

第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2019 - 中學合唱(中級組女聲)獲良好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 女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獲殿軍

第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2019 - 中學合唱(中級組女聲)獲良好

VC股壇達人比賽獲取季軍

黎百刂宬 第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2019 - 鋼琴獨奏(四級)獲優良

陳彥希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 男子甲組團體獲季軍

馮禮謙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 男子丙組團體獲亞軍

陳健弘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田徑比賽 - 男子甲組800米獲殿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9(中學及大專組) - 男子色帶組(15歲以下，57-61kg)獲冠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9(中學及大專組) - 男子15歲以下黑帶(53kg以上)獲季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9(中學及大專組) - 女子色帶組(15歲以下，46-49kg)獲季軍

2018-2019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 跆拳道女子組搏擊獲亞軍

2019年鳯凰武藝國際邀請錦標賽 2019年學界和香港合氣道公開賽

 - 防身術四式對策獲冠軍

 - 防身術策略性對策獲冠軍

- 武器雙節棍初級獲冠軍

- 跳躍 - 跳高獲亞軍

- 跳躍 - 跳遠獲亞軍

- 套拳獲亞軍

2018-2019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 女子個人品勢比賽獲殿軍

2018-2019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 團體品勢色帶組獲季軍

2018精英盃中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 中學女子組獲亞軍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2018 - 女童色帶組獲季軍

跆拳道品勢及花式碎板邀請賽2018 - 女子單人獲亞軍

跆拳道品勢及花式碎板邀請賽2018 - 女子雙人獲季軍

2019年鳯凰武藝國際邀請錦標賽 2019年學界和香港合氣道公開賽

 - 防身術四式對策獲亞軍

 - 防身術策略性對策獲亞軍

- 武器雙節棍初級獲亞軍

- 跳躍 - 跳高獲冠軍

- 跳躍 - 跳遠獲冠軍

- 套拳獲冠軍

王曉蔚

羅卓言

施恩欣

胡倩珩

恩主教書院

姚俊宇

陳鍚銘

楊思晴

曾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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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際賽艇錦標賽2018 - 男子乙組(16歲以下)單人1000米獲季軍

2018青少年賽艇分齡賽 - 男子14歲組別獲冠軍(全年總成績)

2019香港室內賽艇錦標賽 - 男子16歲或以下個人2000米獲第九名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2018-2019 - 男子乙組2000米獲季軍

周凱欣 1819年度大埔及北區校際籃球比賽 - 女子15歲或以下團體獲季軍

李進熙 First in F3B

梁恩彤 手球比賽U15組獲殿軍

張家鉻 學界游泳比賽獲得女乙殿軍

吳詩穎 台北國際合唱大賽獲得少年組冠軍

尹嘉琦 香港學校音樂節獲中級組亞軍

陳靄翹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傑出劇本、傑出演員、傑出合作、傑出整體演出奬

迦密柏雨中學

陳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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