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結業典禮.
（2019-2020）

獲獎名單



一：學業獎（中一級全級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1B 張柏晞 第一名
1B 熊佳穎 第二名
1A 廖子潁 第三名



二：學業獎（中二級全級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2C 王傲雪 第一名
2B 曾家欣 第二名
2A 程凱儀 第三名



三：學業獎（中三級全級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3C 吳敏兒 第一名
3C 霍梓俊 第二名
3B 謝俊煒 第三名



四：學業獎（中四級全級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4A ALI 第一名
4B 李亮瑩 第二名
4B 陳雍婕 第三名



五：學業獎（中五級全級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5B 伍子晴 第一名
5B 蕭映彤 第二名
5B 黃一鳴 第三名



六：學業獎（中一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1A 廖子潁 第一名
1A 佘詩淇 第二名
1A 朱巧怡 第三名



六：學業獎（中一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1B 張柏晞 第一名
1B 熊佳穎 第二名
1B 陳彦穎 第三名



六：學業獎（中一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1C 陳俊天 第一名
1C 陳善盈 第二名
1C 關易恒 第三名



六：學業獎（中一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1D 莊靜妏 第一名
1D 曾銘泉 第二名
1D 鄭奕雯 第三名



七：學業獎（中二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2A 程凱儀 第一名
2A 李佩珊 第二名
2A 梁健彬 第三名



七：學業獎（中二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2B 曾家欣 第一名
2B 黃嘉盈 第二名
2B 李詠心 第三名



七：學業獎（中二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2C 王傲雪 第一名
2C 王凱埕 第二名
2C 梁卓航 第三名



七：學業獎（中二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2D 吳月兒 第一名
2D 謝舒豪 第二名
2D 張銅恩 第三名



八：學業獎（中三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3A 張佩珊 第一名
3A 梁智康 第二名
3A 吳偉鋒 第三名



八：學業獎（中三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3B 謝俊煒 第一名
3B 鄭浚豪 第二名
3B 梁嘉怡 第三名



八：學業獎（中三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3C 吳敏兒 第一名
3C 霍梓俊 第二名
3C 朱家淇 第三名



八：學業獎（中三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3D 陶泯菱 第一名
3D 沈珮翹 第二名
3D 彭圳楠 第三名



九：學業獎（中四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4A ALI 第一名
4A 朱偉明 第二名
4A 鄧善欣 第三名



九：學業獎（中四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4B 李亮瑩 第一名
4B 陳雍婕 第二名
4B 黃智賢 第三名



九：學業獎（中四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4C 葉子羿 第一名
4C 梁凱盈 第二名
4C 陳倩媛 第三名



九：學業獎（中四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4D 余靜婷 第一名
4D 陳凱欣 第二名
4D 吳曉南 第三名



十：學業獎（中五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5A 張穎兒 第一名
5A 鄧梓軒 第二名
5A 羅晶滢 第三名



十：學業獎（中五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5B 伍子晴 第一名
5B 蕭映彤 第二名
5B 黃一鳴 第三名



十：學業獎（中五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5C 陳俊明 第一名
5C 鄒杰朗 第二名
5C 張灼鍵 第三名



十：學業獎（中五級全班首三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5D 溫亮智 第一名
5D 林雪怡 第二名
5D 陳俊熙 第三名



十一：學業獎 (中一級進步獎)

班別 姓名
1A 黎珮媛
1A 程凱瑩
1D 張艷楠



十二：學業獎 (中二級進步獎)

班別 姓名
2B 李沁蓓
2A 鄧凱雯
2A 盧梓朗



十三：學業獎 (中三級進步獎)

班別 姓名
3A 謝瑩瑩
3C 張貝妍
3A 陳定希



十四：學業獎(中四級進步獎)

班別 姓名
4B 林芷晴
4C 吳嘉熙
4D 黃嘉欣



十五：學業獎(中五級進步獎)

班別 姓名
5C 林彥澄
5D 曾雪儀
5D 池雅雯



十六：校外獲獎-機械人比賽

泰國M-Republic Supply 及Thai Robotic

2019泰國曼谷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6C 鄭文杰 手搖發電機械人背泳賽 國際冠軍
2B 王志峰 手搖發電機械人蝶泳賽 國際亞軍
6B 譚仕東 手搖發電機械人捷泳賽 國際亞軍
2C 張甲霖 手搖發電機械人背泳賽 國際季軍
2B 黃震裕 手搖發電機械人蝶泳賽 國際殿軍



十六：校外獲獎-機械人比賽

泰國M-Republic Supply 及Thai Robotic

2019泰國曼谷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A 李雅可
2A 李雅樂 手搖發電機械人四式接力泳賽 國際殿軍
2B 吳浩江
2B 吳家衡



十七：校外獲獎-花卉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19)花卉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B

2C

2C

2D

王苑琳
梁婉姿
羅天藍
沈卓穎

盆花組、吊籃賞花植物、法國萬壽菊、番薯花、
菊花、其他多年生植物(盆口內直徑25CM以上)、
其他多年生植物(盆口內直徑不超過25CM)、其他
一年生植物、蔬果植物(盆口內直徑不超過25CM)、
蔬果植物(盆口內直徑超過25CM)、萬壽菊、蜆肉
海棠及洋紫蘇

冠軍



十七：校外獲獎-花卉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19)花卉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B

2C

2C

2D

王苑琳
梁婉姿
羅天藍
沈卓穎

吊籃賞花植物、法國萬壽菊、番薯花、菊花、
其他一年生植物、蔬果植物(盆口內直徑超
過25CM)、萬壽菊、羊齒植物、洋鳯仙花、
洋紫蘇及一串紅

亞軍



十七：校外獲獎-花卉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19)花卉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B

2C

2C

2D

王苑琳
梁婉姿
羅天藍
沈卓穎

法國萬壽菊、番薯花、觀葉海棠、菊花、蔬
果植物(盆口內直徑不超過25CM)、蔬果植
物(盆口內直徑超過25CM)、萬壽菊、蜆肉
海棠及一串紅

季軍



十七：校外獲獎-花卉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9/20年度綠化校園工程獎

班別 姓名 成績

2B

2C

2C

2D

王苑琳
梁婉姿
羅天藍
沈卓穎

冠軍1項



十八：校外獲獎-朗誦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B 何卓峰 中三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1A 佘詩淇 中一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十八：校外獲獎-朗誦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A 程凱儀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3B 何卓峰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季軍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中文)成績：金獎

1B 佘佳潔 1B 熊佳穎 1C 陳善盈
1C 呂妍 1D 李詠心 2A 李佩珊
2A 李芷欣 2A 鄭樂怡 2A 程凱儀
2B 廖凱盈 2B 曾家欣 2B 李秀雯
2B 丘珮銦 2C 王傲雪 2C 陸凱慧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中文)成績：金獎

2C 龔芷珊 2C 王凱埕 2D 張紫晴
2D 吳月兒 3B 梁嘉怡 3B 蔡曉儀
3B 梅楚怡 3B 曾家榮 3C 郭瑤恩
3C 艾玟 3C 陳卓穎 3C 吳敏兒
3D 謝宇詠 3D 彭圳楠 3D 陶泯菱
3D 麥泳詩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英文)成績：最熱愛閱讀獎
1B 愛麗莎白莎莎

廣泛閱讀計劃(英文)成績：金獎
1B 愛麗莎白莎莎 3B 陳潔瑩 3B 陳樂麒
3B 陳樂怡 3B 陳諾文 3B 鄭浚豪
3B 鄭子晴 3B 郭鎧晴 3B 李卓穎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英文)成績：金獎

3B 鄧心如 3B 曾家榮 3B 謝俊煒
3B 蔡曉儀 3B 徐穎詩 3B 溫卓穎
3B 黃啟俊 3B 黃禮樂 3B 吳柏皜
3C 陳卓穎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圖書館)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1A 葉宇翔 初中組 金獎第一名
3B 梁嘉怡 初中組 金獎第二名
2D 張銅恩 初中組 金獎第三名



十九：校內獲獎-閱讀獎項

廣泛閱讀計劃(圖書館)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4C 梁凱盈 高中組 金獎第一名
4C 陳祿棋 高中組 金獎第二名
4A 鄭文清 高中組 金獎第三名



二十：校外獲獎-寫作獎項

香港文學館作文集
《雞蛋是我們的隱喻》刊登文章

班別 姓名 成績
4C 陳潔盈 刊登文章
4C 陳映諭 刊登文章



二十一：校外獲獎-辯論比賽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論壇

班別 姓名 成績
5B 樊珈詠 傑出表現獎
5B 郭靖彤 傑出表現獎



二十二：校外獲獎-通識比賽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5B 陳鈺雲 學校夥伴 全港金獎
5B 樊珈詠 學校夥伴 全港金獎



二十三：校外獲獎-生物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課外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2020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C 梁羡柔 中學組 金獎
4B 李亮瑩 中學組 銅獎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5C 梁常禮 男子甲組400M 冠軍
5C 梁常禮 男子甲組800M 冠軍
4C 張淳培 女子甲組200M 冠軍
4C 張淳培 女子甲組跳高 季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B 曾家榮 男子乙組1500M 冠軍
3B 曾家榮 男子乙組3000M 冠軍
4A 陳日朗 男子乙組3000M 季軍
2B 阮彩冰 女子丙組100M 冠軍
2B 阮彩冰 女子丙組200M 冠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越野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B 曾家榮 男子乙組個人 冠軍
4A 陳日朗 男子乙組個人 亞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越野比賽 成績：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2A 馬辛銘 3B 曾家榮 3D 李德龍
4A 陳日朗 4B 鍾舜行 4B 楊福田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學界手球比賽 成績：元朗區學界女子甲組區際亞軍

5B 陳彥嘉 5B 郭艷芬 5B 貝芷彤
5C 羅珮瑩 5D 袁嘉茵 6A 朱昊晴
6C 羅芷琪 6D 張穎芝 6D 姚慧儀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4C 陳祿棋 男子C組1500米 亞軍
5C 鄒杰朗 男子C組鐵餅 冠軍
6A 胡文浚 男子C組鉛球 亞軍
5D 鄧慶斯 男子C組標槍 季軍
4C 李愷洛 男子D組鉛球 季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6D 姚慧儀 女子C組標槍 冠軍
5C 羅珮瑩 女子C組標槍 亞軍
6D 張穎芝 女子C組標槍 季軍
5C 羅珮瑩 女子C組鐵餅 季軍
4C 張淳培 女子C組跳高 亞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4C 張淳培
5B 貝芷彤 女子C組4X100米 區際冠軍
5D 袁嘉茵
6A 朱昊晴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C 鄭鎧汶 女子D組1500米 季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C 鄭鎧汶
4A 鄧善欣 女子D組4X400米 區際亞軍
4C 陳韻堯
4C 林琬淇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四十四屆田徑運動大會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2B 阮彩冰 女子E組100米 冠軍
2B 阮彩冰 女子E組200米 冠軍



二十四：校外獲獎-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班別 姓名 成績
4C 張淳培 香港學生運動員



二十五：校外獲獎-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20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3D 謝宇詠 中學聲樂獨唱中學聲樂獨唱初級組 金獎
1D 葉紀均 中學聲樂獨唱初級組 銅獎
5B 梁德康 鋼琴演奏組 銀獎
4B 陳巧琳 中學木管樂(長笛)獨奏中級組 銅獎



二十五：校外獲獎-音樂科

香港演藝精英協會
第四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19

班別 姓名 獎項組別 成績
5B 梁德康 鋼琴獨奏少年高級組 亞軍



二十六：校外獲獎-公益少年團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成績：積極團隊獎

4A 王敏莉 4A 蘇穎潼 4A 邱楚渝
4C 鄧芷晴 4D 王穎琳 5A 蘇學怡
5A 鍾兆康 5C 李澤豐



二十七：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2018-2019 成績：優秀隊伍

2A 張妙雯 2B 張紫淇 2B 李秀雯
2B 吳潁姍 2B 黃嘉盈 2D 張玉苗
2D 李雅雯 3B 陳潔瑩



二十七：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2018-2019 成績：優秀隊伍

3B 鄭子晴 3B 江玥霖 3B 李寶鈞
3D 陶泯菱 4B 陳雍婕 4B 林凱悠
4C 陳倩媛 4C 梁凱盈 4D 陳凱欣
4D 蔡彩利 5A 劉詠珊 5B 林靖晞
5C 馬筠雅 5D 簡樂儀 5D 曾雪儀



二十八：校外及校內獎學金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8-2019 成績：獎學金
2A 鄭樂怡 2B 劉卓彥 2B 李詠心
3B 簡愷延 3B 黃朗日 4A 王毅
4A 胡子琛 4B 蔡新濠 5A 陳珺濤
5C 李卓謙 5D 陳俊熙



二十八：校外及校內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人力資源規
劃及扶貧統籌處
2019「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班別 姓名 成績
4A 王毅 獎學金
5B 艾提嘉 獎學金



二十八：校外及校內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企會財獎學金

班別 姓名 成績
5B 伍子晴 獎學金



二十九：校內獎勵計劃

才藝獎

班別 姓名 成績
5C 梁常禮 傑出運動家
5A 劉詠珊 傑出舞蹈家
5B 梁德康 傑出音樂家



二十九：校內獎勵計劃

服務獎

班別 姓名 成績
1B 熊佳穎 中一級全年服務獎
2B 曾家欣 中二級全年服務獎
3C 朱家淇 中三級全年服務獎
4B 林凱悠 中四級全年服務獎
5B 蕭映彤 中五級全年服務獎



二十九：校內獎勵計劃

活動獎

班別 姓名 成績
1D 葉紀均 中一級全年活動獎
2B 阮彩冰 中二級全年活動獎
3B 曾家榮 中三級全年活動獎
4C 張淳培 中四級全年活動獎
5C 羅珮瑩 中五級全年活動獎



二十九：校內獎勵計劃

傑出學生獎項

班別 姓名 成績
1A 佘詩淇 中一級傑出學生
2B 曾家欣 中二級傑出學生
3C 朱家淇 中三級傑出學生
4B 林凱悠 中四級傑出學生
5B 蕭映彤 中五級及全校傑出學生



三十：校內獲獎（聯課活動組）

社際全年總冠軍

紅社



學業獎：中一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1A 佘詩淇 歷史
1A 張晞桐 普通話
1B 張柏晞 應用英語 數學
1B 熊佳穎 中國語文 通識普通話
1B 愛麗莎白莎莎 英國語文
1B 陳梓鵬 地理



學業獎：中一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1B 鄭凱軒 科學
1C 陳俊天 中國歷史
1C 丘國宏 普通電腦
1C 陳善盈 設計與科技 音樂
1C 黃巧晴 體育
1D 李埝茵 視覺藝術



學業獎：中二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2A 程凱儀 音樂
2B 曾家欣 中國歷史 普通電腦 經濟歷史科學
2B 李沁蓓 體育
2C 王傲雪 應用英語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普通電腦 地理數學普通話



學業獎：中二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2C 周子竣 設計與科技
2C 梁卓航 通識教育
2C 梁婉姿 視覺藝術
2D 陳祉妤 音樂



學業獎：中三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3B 梁嘉怡 中國語文 綜合商業
3B 梅楚怡 普通電腦
3B 鄭浚豪 設計與科技
3B 曾家榮 經濟通識教育
3B 謝俊煒 數學物理
3B 蔡曉儀 體育
3C 霍梓俊 應用英語 經濟音樂



學業獎：中三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3C 吳敏兒 生物科學視覺藝術
3C 梁羡柔 化學綜合商業
3C 艾玟 英國語文
3C 朱家淇 歷史
3D 陶泯菱 中國歷史 地理
3D 謝宇詠 普通話



學業獎：中四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4A ALI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單元二）

組合科學 經濟
4A 鄧善欣 數學（單元一）
4B 黃安庭 生物
4B 陳雍婕 化學通識教育
4B 林凱悠 中國歷史 歷史
4B 李亮瑩 組合科學 物理



學業獎：中四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4B 楊福田 數學
4C 石旻昇 組合科學 地理
4D 吳曉南 企業會財
4D 余靜婷 資訊及通訊科技



學業獎：中五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5A 張穎兒 生物
5A 鄧梓軒 組合科學
5B 伍子晴 企業會財 中國語文 經濟 通識教育
5B 陳照燊 化學
5B 蕭映彤 中國歷史 地理
5B 樊珈詠 組合科學
5B 譚梓霖 組合科學



學業獎：中五級學科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5B 郭靖彤 歷史
5B 黃一鳴 數學（單元二） 數學 物理
5B 黃俊宇 數學（單元一）
5C 亞瑟 英國語文
5D 陳俊熙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校內獎項：體育科本校傑出運動員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3B 曾家榮 全年最佳越野運動員
3B 曾家榮 全年最佳男子田徑運動員
5C 梁常禮 全年最佳男子田徑運動員
2B 阮彩冰 全年最佳女子田徑運動員
4C 張淳培 全年最佳女子田徑運動員
2C 李俊豪 全年最佳乒乓球員



校內獎項：體育科本校傑出運動員

班別 姓名 科目全級第一名
6C 李聲澤 全年最佳足球員
6D 李文鏗 全年最佳足球員
6A 朱昊晴 全年最佳手球員
6D 張穎芝 全年最佳手球員
4C 甄數日 全年最佳籃球員



校內獎項：獎勵組

飛躍獎勵計劃金獎

1C 吳穎琪 1C 謝達強 2B 王苑琳
2C 龔芷珊 2C 陸凱慧 2C 王傲雪
2C 王凱埕 2C 徐以澄 2D 李雅雯
2D 羅可欣 2D 沈卓穎 2D 戴子文



校內獎項：獎勵組

飛躍獎勵計劃金獎

3D 陳珮詩 3D 謝宇詠 3D 彭圳楠
3D 陶泯菱 4A 李穎焮 4A 邱楚渝
4C 梁凱盈 5B 陳彥嘉 5B 鍾融
5B 郭駿 5B 郭艷芬 5B 劉韋彤
5B 黃俊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