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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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家傑 高境妤 鄭善鈺 莊政棠 

1B 蘇子潼 劉卓俊 黃奕瑜 － 

1C 黃永輝 林曉丹 林家熙 張嘉惠 

1D 樊銘軒 吳柏賢 林順 許諾言 

2A 譚韻琦 馮樂兒 林冠男 林冠男 

2B 李雪晴 林嘉泳 池敬朗 尹聖翔 

2C 趙卓謙 翁可為 方嘉麗 劉兆元 

2D 周永健 鄭詠天 林柏羲 李婷𣌀 

3A 彭靖皓 胡昊泓 羅芷悠 鄭浩南 

3B 黎焯欣 何梓澄 盧梓豐 盧梓豐 

3C 林曉彤 彭凱琪 黃梓柔 蕭子賢 

3D 李明熹 余奕朗 吳銘諾 凌灝為 

4A － － － 曾朗軒 

4B 吳銘賢 － － － 

4C 林靖軒 鄭浩翔 － 鄭浩翔 

4D 楊紫依 馮學賢 黎嘉偉 馮學賢 

4E 鄧立仁 施偉豪 鍾敏婷 周得永 

5A 黃君昊 陳採南 － － 

5B 蔡智涵 李曉東 何展澤 何展澤 

5C 鍾映澄 袁建豪 蔡文禮 － 

5D 林振鴻 林煒原 葉峻賢 － 

5E 鄺葆謙 胡樂熙 李芷恩 張鈞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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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年各科第一名 
班別 學  生 科  目 

1B 蘇子潼 生活與環境 

1B 黃奕瑜 科學(中一至中三) 

1C 張君軒 數學 

1C 林家熙 歷史 中國歷史 

1C 王昕楠 普通電腦 

1D 陳皓謙 數學 科學(中一至中三) 

1D 張域 普通話 

1D 樊銘軒 中國語文 

1D 梁皓喬 英國語文 

1D 吳柏賢 視覺藝術 

 

 

班別 學  生 科  目 

2C 趙卓謙 
數學 生活與環境 科學(中一至中三)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 

2C 尹梓諾 視覺藝術 

2D 周永健 
數學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科學(中一至中三) 

2D 房鈞航 普通電腦 

2D 李愷健 普通電腦 

2D 邱嘉盛 普通話 

班別 學  生 科  目 

3A 吳梓健 普通電腦 

3B 何梓澄 宗教與倫理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 

3B 黎焯欣 數學 中國語文 

3C 彭凱琪 化學 生物 

3C 蕭子賢 物理 

3D 陳毅霖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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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鄭焯瑤 視覺藝術 

3D 李君言 數學 

3D 李明熹 化學 生物 生活與環境 

3D 余奕朗 英國語文 

班別 學  生 科  目 

4A 曾朗軒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B 吳銘賢 經濟 

4C 林靖軒 數學（必修部分） 

4D 馮學賢 生物 中國語文 

4D 胡俊熙 化學 物理 

4D 劉日朗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李景翔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4D 葉韻詩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4D 楊紫依 中國歷史 旅遊與款待 

4D 黎嘉偉 地理 

4E  劉曉鋒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E 司徒焯軒 英國語文 

4E 施偉豪 化學 物理 數學（必修部分） 

4E 鄧立仁 生物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E 鍾敏婷 通識教育 

班別 學  生 科  目 

5A 黃君昊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5B 李曉東 地理 旅遊與款待 

5C 陳昊天 資訊及通訊科技 

5C 張綽君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5C 蔡文禮 物理 

5C 袁建豪 數學（必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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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行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鄭詩穎 

莫詩詠 
黃奕瑜 岑芷晴 吳柏賢 － 

中二級 
譚韻琦 

姚鎧淇 

林嘉泳 

李雪晴 
趙卓謙 

趙希懿 

梁凱晴 
－ 

中三級 陳肇浠 
何梓澄 

黎焯欣 

何文迪 

黃梓柔 

蔡卓言 

余奕朗 
－ 

中四級 梁秋雯 吳銘賢 陳宇曦 
吳銘怡 

翁嘉俊 

施偉豪 

鄧立仁 

中五級 
鄉世燿 

呂卓雄 
何展澤 

鍾映澄 

謝永健 

林振鴻 

姚詠馨 
李芷恩 

 

(4) 服務獎 

 甲班 乙班 丙班 丁班 戊班 

中一級 鄭詩穎 蘇子潼 岑芷晴 杜敖嵐 － 

中二級 馮樂兒 黎峻羲 蔡紅明 梁柏翹 － 

中三級 陳詠欣 
黎焯欣 

杜浩賢 

何文迪 

黃梓柔 

蔡卓言 

余奕朗 
－ 

中四級 陳心悅 
劉道臻 
梁立豐 

盧炳豪 
安嘉怡 

葉梓俊 
施偉豪 

5D 陳詠嵐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5D 林振鴻 經濟 中國語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D 姚詠馨 生物 

5D 葉峻賢 化學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5E 周梓穎 通識教育 

5E 李芷恩 生物 

5E 梁志煊 
化學 物理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5E 胡樂熙 英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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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鄉世燿 

呂卓雄 
陳衍堯 冼卓希 

霍瞳熙 

黎敏兒 
丁寶怡 
胡樂熙 

 

(5) 獎學金 
王卓祺校友獎學金 4E (19-20) 周梓穎 

  中學文憑試 譚兆均 陸鉦濤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中六丁 周永輝 

    中六戊 李梓渝 

 

祁良神父紀念教育獎學金   中六戊 倪志霖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六丁 黎以澄  

 
郭富華先生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 伍穎詩 黎碧妍 

    呂頌然 

 
關慧賢女士獎學金   中三丁 凌灝為 

    中四戊 周得永 

    中五戊 張鈞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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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乙 蘇子潼 中一丁 樊銘軒 

 中二級 中二丁 周永健 中二丙 趙卓謙 

 中三級 中三乙 黎焯欣 中三丙 林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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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言 

      中六甲 鄭詠晴 

 
梁祐忠神父紀念獎學計劃 

 學生領袖獎 中五戊 陳梓洛 

 英文學藝獎 中五戊 胡樂熙 

 中文學藝獎 中四戊 張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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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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銘軒 中一丁 梁皓喬  中一丙  張君軒 

 中二級 中二丁 周永健 中二丁 周永健 中二丙  趙卓謙 

 中三級 中三乙 黎焯欣 中三丁 余奕朗 中三乙  黎焯欣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中四級 中四丁 馮學賢 中四戊 司徒焯軒 中四戊  施偉豪 

 中五級 中五丁 林振鴻 中五戊 胡樂熙 中五丙  袁建豪 

 
聖伯多祿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中一級 中一丁 吳柏賢 中一乙  蘇子潼  中一丙 黃永輝 

中二級 中二丁 周永健 中二丁 李朗賢 中二丙 趙卓謙 

 中三級 中三乙 黎焯欣 中三丙 林曉彤 中三丙 蕭子賢 

 中四級 中四丁 馮學賢 中四戊 鍾敏婷  中四戊 施偉豪 

  中四戊 鄧立仁  

 中五級 中五戊 梁志煊 中五戊 周梓穎 中五丁 林煒原 

  中五戊 胡樂熙 

IGCSE 中五戊 周梓穎 中五戊 梁志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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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家傑 蘇子潼 黎卓衡 林順 － 

中二級 王斯立 李雪晴 趙卓謙 周永健 － 

中三級 何梓瑩 何梓澄 何文迪 陳駱彼  

中四級 徐斐 劉道臻 莊靜儀 林偉溢 鄧立仁 

中五級 呂卓雄 
李曉東 

吳凱珊 
黃幫濤 林煒原 吳綽軒 

 

(7) 聖伯多祿宗教教育獎 
 中二甲 馮樂兒 中二甲 許雯喬 中二甲 譚韻琦 

 中二乙 李雪晴 中二乙 姚鎧雯 中二丙 陳韻文 

 中二丁 陳培汶 中二丁 房鈞航 中二丁 李愷健 

 中二丁 黃栢炫 中三乙 何梓澄 中三丁 李君言 

 中四丁 蕭晴晴 中四丁 蘇貴靈 中四丁 黃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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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戊 張棨游 中四戊 林浩 中五丁 陳梓彤 

 中五丁 姚詠馨 中六甲 鄭詠晴 

 

(8)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彩虹學生年獎」 
 乙等獎 

中六丙 黃樂然 中六戊 林偉豪 中六戊 李文迪 

 甲等獎 

中六甲 林子釗 中六甲 吳璟杭 中六乙 陳業華  

中六乙 蔡沛珊 中六乙 何進杰 中六乙 何諾賢  

中六乙 冼駿諺 中六乙 黃玉玲 中六丙 簡毅森  

中六丙 趙敬華 中六丙 江偉杰 中六丙 梁嘉錡 

中六丙 吳樹斌 中六丁 黎以澄     

 優等獎 

中六甲 周梓晴 中六甲 徐雅琪 中六乙 鄭源榮 

中六乙 梁詠心 中六乙 李元昊 中六乙 黃競擇  

中六乙 胡啟豐 中六乙 胡卓琳 中六乙 邱紫棋  

中六丙 陳潔雯 中六丙 周泓基 中六丙 徐琝皓 

中六丙 黃家祥 中六丙 梁紫婷 中六丙 麥鏵聰  

中六丙 吳凱豐 中六丙 黃滿傑 中六丙 叶偉欣  

中六丁 陳健行 中六丁 周永輝 中六丁 高雅慧 

中六丁 李焯嵐 中六丁 黃佩盈 中六丁 王若薇 

中六丁 余依漫 中六戊 張浩揚 中六戊 張栢肇  

中六戊 徐瑋鍵 中六戊 葉嘉熙 中六戊 林子軒  

中六戊 李君洋 中六戊 李梓渝 中六戊 梁煒東  

中六戊 馬筠璐 中六戊 麥雋暉 中六戊 伍尚賢 

中六戊 吳永兒 中六戊 倪志霖 中六戊 蕭卓朗  

中六戊 黃頌祺 

    

(9) 伯多祿傳人獎勵計劃「伯多祿傳人獎」 
銅獎 

中六乙 何進杰 中六乙 李元昊 中六乙 冼駿諺 

中六乙 黃競擇 中六乙 黃玉玲 中六乙 胡卓琳 

中六丙 簡毅森 中六丙 周泓基 中六丙 黃家祥 

中六丙 梁嘉錡 中六丁 陳健行 中六丁 高雅慧 

中六丁 李焯嵐 中六戊 劉君睿 中六戊 伍尚賢 

中六戊  吳永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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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中六甲 徐雅琪 中六乙 蔡沛珊 中六乙 梁詠心 

中六乙 邱紫棋 中六丙 江偉杰 中六丙 梁紫婷 

中六丁 余依漫 中六戊 張浩揚 中六戊 張栢肇 

中六戊 徐瑋鍵 中六戊 葉嘉熙 中六戊 林偉豪 

中六戊 李梓渝 中六戊 麥雋暉 中六戊 倪志霖 

中六戊 黃頌祺 

 金獎 

中六丁 周永輝 中六丁 黃佩盈 中六丁 王若薇 

中六戊 李君洋 中六戊 李文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