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玟熹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

劉瑋婷 入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黃頌祈 入讀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林雅蔚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魏敬鋒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簡愈明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鄭朝泓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洪靖嵐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李紫欣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陳嘉欣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葉卓螢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歐陽家熹 入讀嶺南大學文學院

林沚蔚 入讀嶺南大學文學院

楊子欣 入讀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林泳莉
2017高中數理比賽獲得最高榮譽奬

大埔區傑出青年奬獲得優異奬

陳睿立
2017高中數理比賽獲優異奬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良好奬

雷謙 2017高中數理比賽獲最高榮譽奬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三等奬

劉嘉萱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榮譽奬

卜聿揚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優異奬

梁經韜 大埔區中學戲劇比賽 2016 獲傑出男演員奬

鄭可怡 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6/2017 獲傑出義工奬

鄭塏威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良好奬

黎烙彤 大埔區傑出公民奬

林子翱 香港數學競賽 2017 獲三等奬

培正數學邀請賽獲優異奬

全級年考第三名

王倩盈 第一屆中學生兩性議題辯論比賽(中文)獲亞軍

香港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奬」

江穎環 第一屆中學生兩性議題辯論比賽(中文)獲亞軍

香港紅十字會最佳服務計劃設計(新界東)獲冠軍

羅倩婷 2016-2017香港中學辯論比賽(英文)獲最佳辯論員

香港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奬」

劉雪汶 2017全港中學壘球邀請賽獲最有價值球員奬

何浚傑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 2016-2017 (中學組)獲冠軍

胡凱嵐 2016-2017年通識教育計劃獲優異奬

蕭珮盈 2016-2017年通識教育計劃獲優異奬

馮芷欣 2016-2017年通識教育計劃獲優異奬

陳卓琳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奬2017

2016-2017年度全港競技體操公開及新秀賽

暨國際邀請賽(趙惠中盃)女子公開組(少年)獲自由體操金牌、跳馬金牌、平衡木金牌

2016-2017年度全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女子高組獲跳馬金牌、平衡木金牌、

自由體操金牌及個人全能季軍

中學田徑錦標賽女乙跳高獲金牌

中學田徑錦標賽女乙100米獲銀牌

王肇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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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一鋒 AIMO港澳盃獲銀奬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獲二等奬

20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初賽獲二等奬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獲三等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良好表現奬

何學泓 校際游泳錦標賽 4x50 米自由接力獲金牌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獲二等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良好表現奬

蔣穎兒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優異表現奬

全級年考第一名

關樺靖 2017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獲文字報告冠軍

石字研 2017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多媒體製作獲初級組冠軍

勞翠琳 2017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多媒體製作獲初級組季軍

吳子謠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學生徵文比賽獲初中組亞軍

鄺祉瑋 AIMO港澳盃獲銅奬

2017環亞寸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獲二等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良好表現奬

黃宏立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心賽 2016-2017 獲優異表現奬

全級年考第二名

李芷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優異表現奬

全級年考第三名

蔡愷穎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鄧湘研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鄭凱禧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郭思敏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徐浩宏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鄧子謙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6-2017 獲優異表現奬

何君彤 校際游泳錦標賽 4x50米自由接力獲金牌兼破大會記錄

校際游泳錦標賽200米自由泳獲銀牌

大埔區傑出學生奬

葉汶昕 校際游泳錦標賽 4x50米自由接力獲金牌兼破大會記錄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自由泳獲銅牌

黃穎怡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獲三等奬

卓恩丞 全級年考第二名

梁熙朗 中學文憑考試 — 考獲六科5**級成績

林卓峰 中學文憑考試 — 考獲三科5**級及二科5*級成績

吳昭儀 考獲全級第二名

沈卓翹 考獲全級第十名

盧芷蕎 考獲全級第十一名

曾伊汶 考獲全級二十名

陳盈慧 靈糧堂奬學金

家長教師奬學金

全班第一名

王紫慧 家政科第三名

文錦光 設計與科技科第二名

李安信 靈糧堂奬學金

全班第一名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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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蔚琳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蘇卓瑤 陳修治醫生藝術奬學基金

林家輝 靈糧堂奬學金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全班第一名

地理科第三名

視覺藝術科第三名

黎祉齊 靈糧堂奬學金

全班第三名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一名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第二名

張家輝 靈糧堂奬學金

體育(中學文憑試)第二名

體育(男子組)第一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獲冠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  青年組獲冠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獲季軍

標準龍男子組金盃獲季軍

小龍混合組金盃獲季軍

小龍男子組金盃獲殿軍

李睿晞 全班第二名

楊文軒 全班第三名

經濟科第三名

林家緯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謝梓俊 靈糧堂奬學金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通識教育科第三名

中國歷史科第三名

歷史科第一名

宗教科第二名

好學生奬勵計劃  突出表現學生奬

方致程 陳修治醫生藝術奬學基金

宗教科第三名

廖千嬅 體育(女子組)第三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獲季軍

小龍混合組金盃獲季軍

李芷晴 全班第二名

歷史科第二名

陶子健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高嘉謙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獲冠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  青年組獲冠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獲季軍

標準龍男子組金盃獲季軍

小龍男子組銀盃獲季軍

溫嘉希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蕭商庭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榮譽)文學士

李詠琪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 理學士 - 電腦科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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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曉嵐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 理學士 - 生物醫學

梁穎晴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物業管理學(榮譽)理學士

戴倩潼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何喜兒 入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羅俊森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鄧詠溵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學士

馮弘建 入讀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 經濟金融學學士

林俊濠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

麥翱雋 入讀香港教育大學

林建誠 入讀香港公開大學

趙芝婷 香港學生科技比賽獲「能源工程及環境大賞」

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獲優異奬

黎易樺 香港學生科技比賽獲「能源工程及環境大賞」

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獲優異奬

李衍凝 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獲全港亞軍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獲新界東區亞軍

大埔區學界辯論比賽獲冠軍

楊梓希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籃球比賽獲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李培政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足球比賽獲男甲殿軍

尹嘉敏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乒乓球比賽獲女丙殿軍

陳倩盈 日本大阪首屆華樂國際觀摩展演獲金奬

王紫盈 校際手錢比賽獲最佳手鈴隊

黃頌鏗 全班名次22，全級名次37

蘇珮婷 全班名次23，全級名次43

李穎妍 全班名次14，全級名次21

鄧特德 全班名次9，全級名次31

文錦光 設計與科技科第二名

方致程 陳修治醫生藝術奬學基金、宗教科第三名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D組標槍冠軍

獲取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奬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專題研習比賽「電動車在香港廣泛使用的可行性」

獲可持續發展優秀奬三等奬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專題研習比賽「電動車在香港廣泛使用的可行性」

獲隊際專題報告三等奬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專題研習比賽「電動車在香港廣泛使用的可行性」

獲取作品闡述三等奬

藝行亞洲創作BAND比賽(中學組)季軍

王汶淦 2015-2016有機大使培訓計劃證書

王紫慧 家政科第三名

恩主教書院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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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獲優良奬

吳蔚琳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李安信 靈糧堂奬學金、全班第一名

李芷晴 全班第二名、歷史科第二名

李睿晞 全班第二名

林家緯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林家輝 靈糧堂奬學金、家長教師會奬學金、全班第一名、地理科第三名、視覺藝術科第三名

張家輝 靈糧堂奬學金、體育(中學文憑試)第二名、體育(男子組)第一名

第七屆香港長途龍舟錦標賽(慈善籌款)標準龍青年U23錦標賽優異奬(第五名)

大烳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冠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青年組冠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季軍

標準龍男子組金盃季軍

小龍混合組金盃季軍

小龍男子組金盃殿軍

陳盈慧 靈糧堂奬學金、家長教師會奬學金、全班第一名

陶子健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楊文軒 全班第三名、經濟科第三名

廖千嬅 體育(女子組)第三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女子混合500米第六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女子混合2000米第六名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女子C組標槍季軍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女子C組800米亞軍

第七屆香港長途龍舟錦標賽(慈善籌款)標準龍青年U23錦標賽優異奬(第五名)

2016-2017年度校際越野跑比賽(女子甲組)團體第八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季軍

小龍混合組金盃季軍

黎祉齊 靈糧堂奬學金、全班第三名、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一名、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第二名

謝梓俊 靈糧堂奬學金、家長教師會奬學金、通識教育科第三名、中國歷史科第三名、

歷史科第一名、宗教科第二名

2015-2016有機大使培訓計劃證書

獲取義工服務金狀

好學生奬勵計劃獲突出表現學生奬

蘇卓瑤 陳修治醫生藝術奬學基金

大埔區第36屆校際舞蹈比賽(爵士舞群舞)銀奬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爵士舞群舞)乙等奬

高嘉謙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子200米第六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子500米第六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子2000米第六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女子混合500米第六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龍舟邀請賽2016 U19男女子混合2000米第六名

第七屆香港長途龍舟錦標賽(慈善籌款)標準龍青年 U23錦標賽季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禁毒盃)冠軍

大埔區中學龍舟邀請賽青年組冠軍

標準龍混合組金盃季軍

標準龍男子組金盃季軍

小龍男子組銀盃季軍

陳盈霖 獲取羅氐慈善基金應用學習奬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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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家耀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C組 4 X 400米接力季軍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C組1500米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際越野比賽2016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黃雅莉 獲取楊自然、蔡尚楷、佘德聰、楊自順、洪明智奬學金

鄭頌賢 2016-2017剪報比賽獲嘉許狀

江雨軒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環境工程與可持續發展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潘可怡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 社會科學學士

羅卓雅 音樂科全級第二名

跨科英語全級第三名

羅孝賢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全級第三名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救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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