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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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珞僖 譚韻琦 林冠男 陳曉峰 

1B 李雪晴 池敬朗 林嘉泳 李雪晴 

1C 趙卓謙 蔡紅明 劉昱胤 翁可為 

1D 周永健 鄭詠天 梁柏翹 李朗賢 

2A 彭靖皓 羅芷悠 胡昊泓 梁嘉進 

2B 黎焯欣 何梓澄 梁珮珊 盧梓豐 

2C 黃梓柔 林曉彤 彭凱琪 蕭子賢 

2D 李明熹 霍俊杰 余奕朗 余奕朗 

3A 陳明俊 蘇貴靈 文竣煒 袁浩瑋 

3B 盧炳豪 林家渝 蕭晴晴 鄧文廣 

3C 張尚宝 鍾敏婷 馮學賢 黃泳儀 

3D 何樂儀 施偉豪 周得永 鄧立仁 

4A 黃君昊 － － 陳採南 

4B 蔡智涵 － － 劉嘉慧 

4C 鍾映澄 陳昊天 楊富桁 陳昊天 

4D 林振鴻 林煒原 葉峻賢 饒兆琮 

4E 周梓穎 梁志煊 王升宏 張展豪 

5A 鄭諾言 陳駿鴻 林子釗 陳衍斐 

5B 胡卓琳 蔡沛珊 邱紫棋 梁詠心 

5C 黃朗賢 吳樹斌 麥鏵聰 吳樹斌 

5D 周浩然 王若薇 周永輝 周永輝 

5E 黃子軒 倪志霖 李梓渝 李梓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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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年各科第一名 
 

班別 學  生 科  目 

1A 鄭心言 視覺藝術 

1C 趙卓謙 數學 科學(中一至中三) 

1C 
周永健 數學 英國語文 普通電腦 生活與環境 

科學(中一至中三)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 

1C 李朗賢 中國語文 

1D 邱嘉盛 普通話 

 
班別 學  生 科  目 

2A 吳梓健 普通電腦 

2B 黎焯欣 數學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 

2C 盧卓翹 中國語文 

2C 吳敏迪 科學(中一至中三) 

2C 黃梓柔 普通話 視覺藝術 

2D 陳毅霖 科學(中一至中三) 

2D 李明熹 生活與環境 

2D 黃尉倫 數學 

2D 余奕朗 英國語文 

 
班別 學  生 科  目 

3B 伍恭慧 視覺藝術 

3C 張尚宝 生活與環境 

3C 胡俊熙 化學 生物 物理 

3C 林粟康 數學 

3D 周得永 普通電腦 

3D 司徒焯軒 英國語文 

3D 施偉豪 數學 化學 物理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 

3D 鄧立仁 生物 

3D 楊紫依 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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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  生 科  目 

4A 林諾謙 生物 

4A 黃君昊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4B 李曉東 地理 

4C 陳昊天 資訊及通訊科技 

4C 蔡文禮 物理 

4D 陳詠嵐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4D 霍子健 數學（必修部分） 

4D 林振鴻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梁昕喬 中國歷史 

4D 林煒原 經濟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D 施宜彤 旅遊與款待 

4D 葉峻賢 化學 

4E 周梓穎 
中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化學 

通識教育科 

4E 李芷恩 生物 

4E 梁志煊 物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E 胡樂熙 英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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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  生 科  目 

5A 周梓晴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5A 麥嘉俊 中國歷史 

5D 周浩然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5D 周永輝 地理 通識教育 

5D 李佩樺 英國語文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5D 梁銘熹 化學 

5D 王若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D 吳卓芝 歷史 

5E 張栢肇 生物 

5E 李梓渝 中國語文 

5E 吳永兒 經濟 

5E 黃頌祺 
化學 物理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5E 黃子軒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3) 操行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吳銘稀 黎焯欣 黃梓柔 許敏瑩 － 

中二級 陳明俊 林家渝 張晉傑 施偉豪 － 

中三級 鍾映澄 吳凱珊 梁僥倩 
李芷恩 

梁文妍 
－ 

中四級 梁智傑 張巧晴 
李文俊 

徐琝皓 
吳卓芝 徐瑋鍵 

中五級 
梁曉倩 
勞采妍 

梁紫晴 關穎茵 張凱盈 
彭建霖 

謝希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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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施敏琪 陳嘉琪 黃梓柔 蔡卓言 － 

中二級 蘇貴靈 葉梓俊 張尚宝 安嘉怡 － 

中三級 黎敏兒 張凱桐 黃幫濤 丁寶怡 － 

中四級 吳璟杭 張巧晴 何影芯 陳健行 徐瑋鍵 

中五級 梁曉倩 梁紫晴 
馮曉潼 
呂國森 

呂頌然 
謝希彤 
翁梓銘 

 
 

(5) 獎學金 
王卓祺校友獎學金 4E (18-19) 黃子軒 

  中學文憑試 蘇嘉凌  李嘉麟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中六丁 鄭凱琳 

    中六丁 蘇嘉凌 

 

祈良神父紀念教育獎學金   中六丁 黃卓賢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六甲 王潤寶  

 
關慧賢女士獎學金   中三丁 鄧立仁 

    中四乙 劉嘉慧 

    中五丁 周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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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丁 周永健 中一丁 鄭詠天 

 中二級 中二丙 黃梓柔 中二乙 黎焯欣 

 中三級 中三丙 張尚宝 中三丙 鍾敏婷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中三丁 張棨游 

      中五戊 黃頌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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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祐忠神父紀念獎學計劃 

 學生領袖獎 中五戊 徐瑋鍵 

 英文學藝獎 中五丁 周永輝 

 中文學藝獎 中四戊 周梓穎 

 視覺藝術獎 中五丁 洪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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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朗賢 中一丁 周永健  中一丁  周永健 

 中二級 中二丙 盧卓翹 中二丁 余奕朗 中二乙  黎焯欣 

 中三級 中三丁 楊紫依 中三丁 司徒焯軒 中三丁  施偉豪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中四級 中四戊 周梓穎 中四戊 胡樂熙 中四丁  霍子健 

 中五級 中五戊 李梓渝 中五丁 李佩樺 中五戊  黃頌祺 

 

聖伯多祿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中一級 中一丁 周永健 中一丁 鄭詠天 中一丁 李朗賢 

中二級 中二乙 黎焯欣 中二丁 李明熹 中二丁 余奕朗 

 中三級 中三丁 鄧立仁 中三丙 鍾敏婷 中三丙 張尚宝 

 中四級 中四戊 周梓穎 中四丁 林煒原  中四丁 霍子健 

  中四戊 王升宏  

 中五級 中五戊 黃頌祺 中五戊 黃子軒 中五丁 王若薇 

  中五戊 李文迪 

IGCSE 中五戊 黃頌祺 中五戊 李文迪 

 

(6) 學生互評計劃『最受同學推崇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馮樂兒 李雪晴 趙卓謙 周永健 － 

中二級 李芷而 黎焯欣 何文迪 蔡其劻 － 

中三級 蘇貴靈 林家渝 張尚宝 林偉溢 － 

中四級 鄉世燿 張凱桐 黃幫濤 林煒原 陳梓熙 

中五級 徐國俊 楊啟聰 江偉杰 王若薇 李梓渝 

 

(7) 聖伯多祿宗教教育獎 
 中一丁 李君言 中二丁 劉日朗 中三丙 陳梓彤 

 中三丙 李幸圩 中三丙 梁僥倩 中三丙 姚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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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甲 鄭諾言 中四丁 周永輝 中五甲 戴浩民 

 中五丙 伍穎詩 中五丁 黎碧妍 中五丁 呂頌然 

 中五丁 蘇僈鍶 中五戊 陳芷晴 

 

(8) 資訊科技服務計劃 

資訊科技服務獎 中四丁 陳新楠 中四戊 伍尚賢 

 中四戊 黃子軒 中四戊 張浩楊 

 中四戊 林偉豪 中四戊 麥雋暉 

 中五丁 洪浩軒 中五丁 黃善其 
 

(9) 樂團、無伴奏合唱團最傑出團員 
 敲擊樂最傑出團員   中五丁 吳欣彤 

 管樂團最傑出團員   中五戊 翁梓銘 

 無伴奏合唱團最傑出團員  中一丁 吳銘諾 
 

(10) 最佳運動員獎 
 最佳男足球員  甲組 中五戊 聖偉達 

 最佳男籃球員  丙組 中一丙 黃啟賢 

 最佳男羽毛球運動員 丙組 中一丙 黃啟賢 

 最佳男乒乓球運動員 丙組 中二丙 陳宇曦 

 最佳男排球運動員  乙組 中二甲 梁鏡城 

   丙組 中二丙 陳國威 

 最佳男沙灘排球運動員 乙組 中三丁 饒兆琮 

 

(11) 伯多祿傳人閱讀獎勵計劃 
 大獎   中一丁 李學芯 

 

(12) 善用暑假獎勵計劃 
良好表現獎 

中二甲 陳明俊 中二甲 陳慧恩 中二甲 梁家浩 

中二丁 張棨游 中二丁 鄧立仁  

中四丁 陳健行 

中五乙 余文晧 中五戊 鄧晉林  

中六乙 歐陽家樂 中六乙 陳仲楷 中六乙 陸冠熹 

中六乙 胡思敏 中六丙 羅仲賢 中六戊 張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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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戊 許敏蔚 中六戊 伍芷茵 

 
二等榮譽獎 

中二丁 楊詩驊 

中五戊 鍾天樂 

中六甲 翁力行 中六戊 陳建樺 中六戊 吳佩瑩 

中六戊 黃國鴻 

 

一等榮譽獎 

中五丙 伍綽盈 中五戊 黃俊康 中五戊 翁梓銘 

中六丁 盧栢謙 

 

(13)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彩虹學生年獎」 
 乙等獎 

中一甲 張偉軒 中一甲 施敏琪 中一甲 胡昊泓 

中一乙 杜浩賢 中一丙 黃啟賢 中一丙 黃梓柔  

中一丁 蔡其劻 中一丁 江希彤 中一丁 江佩琪  

中一丁 羅博文 中一丁 李君言 中一丁 李文濤  

中一丁 李明熹 中一丁 李英偉 中一丁 吳銘諾  

中一丁 黃尉倫  

中二甲 陳明俊 中二甲 陳慧恩 中二甲 文竣煒 

中二甲 徐斐 中二乙 葉梓俊 中二丙 張晉傑 

中二丁 張棨游 中二丁 高曉煖 中二丁 施偉豪  

中二丁 鄧立仁 

中三甲 莊恩童 中三甲 黎敏兒 中三丙 蔡文禮 

中三丙 郭嘉瑩 中三丙 黃幫濤 中三丙 王升宏 

中三丁 陳梓洛 中三丁 梁文研 中三丁 廖睿申 

中三丁 饒兆琮 中三丁 黃家朗 

中四甲 鄭諾言 中四甲 鄭詠晴 中四甲 譚浩彬 

中四乙 陳衍堯 中四乙 何進杰 中四乙 李元昊 

中四乙 黃玉玲 中四丙 簡毅森 中四丙 黃家祥 

中四丙 黃家祥 中四丙 劉健泓 中四丁 高雅慧 

中四丁 李焯嵐 中四丁 梁仲恒 中四丁 庄佳瑩 

中四戊 張浩楊 中四戊 張栢肇 中四戊 徐瑋鍵 

中四戊 葉嘉熙 

中五甲 勞采妍 中五甲 戴浩民 中五乙 陳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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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乙 梁紫晴 中五乙 楊詠彤 中五丙 區穎婷 

中五丙 徐文謙 中五丙 馮曉潼 中五丙 馮詩詠 

中五丙 關穎茵 中五丙 黎智聰 中五丙 伍穎詩 

中五丙 區雪晴 中五丙 黃婥琳 中五丁 陳茵茵  

中五丁 周穎琳 中五丁 鍾怡婷 中五戊 張君樂  

中五戊 鍾天樂 中五戊 何嘉信 中五戊 鄧晉林 

中六甲 朱澤杭 中六甲 廖湛淳 中六甲 魏林 

中六乙 賴嘉宜 中六丙 陳曉敏 中六丙 高貫康 

中六丙 郭慧瑤 中六丙 羅仲賢 中六戊 李浩倫 
 

 甲等獎 

中一甲 陳肇浠 中一丁 陳駱彼 中一丁 何俊彥  

中二甲 蘇貴靈 中二乙 梁秋雯 中二乙 盧炳豪 

中二乙 蕭晴晴 中二丙 陳文欣 中二丁 翁嘉俊 

中三甲 張慧 中三乙 黃琤瑩 中三丙 李幸圩 

中三丙 梁僥倩 中三丁 劉欣樺  

中四甲 譚永勝 中四丙 周栩釗 中四丁 陳健行 

中四丁 陳芷瑤 中四丁 黎文迪 中四丁 羅大維 

中四丁 莫蔚君 中四丁 黃佩盈 中四丁 王若薇 

中四戊 林偉豪 中四戊 劉君睿 中四戊 黃子軒 

中五甲 陳雅妍 中五乙 吳穎欣 中五乙 余文晧 

中五丙 卓柏羲 中五丙 伍綽盈 中五丁 洪浩軒  

中五丁 呂頌然 中五丁 吳欣彤 中五丁 袁可晴  

中五戊 陳芷晴 中五戊 趙冠希 中五戊 何顯華 

中五戊 彭建霖 中五戊 譚兆均 中五戊 黃俊康 

 中六甲 梁明慧 中六甲 翁力行 中六乙 冼嘉朗 

 中六丙 吳嘉煒 中六丁   陳釗煒 中六丁 鄭綺晴 

 中六丁 郭泓言 

 

 優等獎 

中二甲 袁浩瑋 中二丙 陳嘉欣 中二丙 黃泳儀 

中二丁 安嘉怡 中二丁 楊詩樺 中二丁 楊紫依 

中三丙 陳梓彤 中三丙 姚詠韾 中三丁 周梓穎 

中三丁 洪瑋琪 中三丁 李芷恩 中三丁 梁志煊 

中三丁 丁寶怡 中三丁 王佳雯 中三丁 黃建銘 

中四丁 周永輝 中四丁 梁銘熹 中四丁 余依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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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戊 李君洋 中四戊 李文迪 

中五丁 張凱盈 中五丁 何景棠 中五丁 黎碧妍 

中五丁 蘇僈鍶 中五丁 黃子程 中五戊 許方晉 

中五戊 黎靖潼 中五戊 聖偉達 中五戊 謝希彤 

中五戊 翁梓銘 

中六甲 鄭諾琳 中六甲 張慧婷 中六甲 黎正男 

中六甲 林嘉娸 中六甲 王潤寶 中六乙 歐陽家樂 

中六乙 陳冠明 中六乙 梁嘉堯 中六乙 蘇曉琳 

中六乙 王子樂 中六乙 胡思敏 中六乙 邱嘉妍 

中六丙 歐浩民 中六丙 陳慧嫻 中六丙 鄭家俊 

中六丙 張嘉儀 中六丙 張堅浩 中六丙 招嘉雄 

中六丙 周靜雯 中六丙 周芷君 中六丙 梁展程 

中六丙 梁海培 中六丙 蘇智冲 中六丙 施駿 

中六丙 蔡沛洲 中六丙 楊施淇 中六丁 陳可晴 

中六丁 陳浩彤 中六丁 陳樂謙 中六丁 鄭凱琳 

中六丁 鄭嘉穎 中六丁 鄭天諾 中六丁 符維真 

中六丁 洪瑋歆 中六丁 江杰文 中六丁 林頌怡 

中六丁 林嘉雯 中六丁 劉芷君 中六丁 盧栢謙 

中六丁 羅詩婷 中六丁 吳嘉宜 中六丁 吳雅霖 

中六丁 蘇嘉凌 中六丁 唐明林 中六丁 蔡佩芸 

中六丁 黃卓賢 中六丁 黃麗言 中六丁 嚴杰儒 

中六丁 郁彤欣 中六戊 陳建樺 中六戊 張振輝 

中六戊 張景雄 中六戊 張樂天 中六戊 周永豪 

中六戊 何樂賢 中六戊 許敏蔚 中六戊 梁國策 

中六戊 伍芷茵 中六戊 吳佩瑩 中六戊 黃國鴻 

中六戊 黃維臻   
 

(14)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伯多祿傳人獎」 
 銅獎 

中二丁 安嘉怡  

中三丙 陳梓彤 中三丙 李幸圩 中三丙 梁僥倩 

中三丙 姚詠韾 中三丁 陳梓洛 中三丁 梁志煊 

中三丁 丁寶怡  

中四甲 鄭詠晴 中四丁 周永輝 中四丁 梁銘熹 

中四丁 莫蔚君 中四丁 黃佩盈 中四丁 庄佳瑩 

中四戊 林偉豪 中四戊 李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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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甲 陳雅妍 中五乙 吳穎欣 中五乙 余文晧 

中五丙 區穎婷 中五丙 黃婥琳 中五丁 何景棠 

中五丁 洪浩軒 中五丁 黃子程 中五戊 何顯華 

中五戊 謝希彤 

中六甲 鄭諾琳 中六甲 張慧婷 中六甲 林嘉娸 

中六丙 陳曉敏 中六丙 蔡沛洲 中六丁 陳樂謙 

中六丁 鄭嘉穎 中六丁 洪瑋歆 中六丁 林嘉雯 

中六丁 羅詩婷 中六丁 吳雅霖 中六丁 唐明林 

中六丁 黃卓賢 中六戊 何樂賢  

 

 銀獎 

中三丁 王佳雯  

中四戊 李文迪 

中五丙 伍綽盈 中五丁 鍾怡婷 中五丁 黎碧妍 

中五丁 吳欣彤 中五丁 蘇僈鍶 

中六甲 王潤寶 中六乙 陳冠明 中六乙 梁嘉堯 

中六乙 蘇曉琳 中六乙 胡思敏 中六丙 陳慧嫻 

中六丙 楊施淇 中六丁 陳浩彤 中六丁 鄭綺晴 

中六丁 符維真 中六丁 盧栢謙 中六戊 張樂天 

中六戊 許敏蔚 中六戊 梁國策 中六戊 黃維臻 

 

 金獎 

中五乙 梁紫晴 中五丁 袁可晴 中五戊 許方晉 

中五戊 聖偉達 中五戊 譚兆均 中五戊 翁梓銘 

中六乙 歐陽家樂 中六丁 鄭凱琳 中六丁 江杰文 

中六丁 郭泓言 中六丁 林頌怡 中六丁 吳嘉宜 

中六丁 嚴杰儒 中六戊 陳建樺 中六戊 黃國鴻 

 

 白金獎 

中六丁 蘇嘉凌 中六戊 張振輝 中六戊 伍芷茵 

中六戊 吳佩瑩  

 

(15) 最佳會社 
冠軍 聖若望社 

亞軍 音樂學會 

季軍 英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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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社際比賽全年總冠軍 
聖若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