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賴欣棋 三等獎 中一 麥荻文

陳泓謙 三等獎 中一 麥荻文

胡津鳴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

黃兆臻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

黃家褀 一等獎 中三 麥荻文

莫鈞皓 三等獎 中三 麥荻文

陳奕嘉 優異獎 中三 麥荻文

劉曉霖 優異獎 中三 麥荻文

陳碩樺 一等獎 中四 麥荻文

倪筱蒓 三等獎 中四 麥荻文

李溢昇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梁一心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孫家雋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王建平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區媛婷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繆彥筠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薜璧全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熊焯行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鄧俊傑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葉穎文 優異獎 中四 麥荻文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嘉雯 優異獎 中三 梁麗賢

楊彤 優異獎 中三 梁麗賢

麥樂融 三等獎 中四 梁麗賢

馮思哲 優異獎 中四 梁麗賢

譚芊蕙 優異獎 中四 梁麗賢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吳子程 三等獎 中一 李銘賢

洪宜良 優異獎 中四 顧國豪

吳駿樺 優異獎 中四 顧國豪

郭家欣 優異獎 中四 顧國豪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金文泰中學   金文泰中學   金文泰中學   金文泰中學   

2006 2006 2006 2006 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余卓軒 一等獎 中一 許子岳

郭捷彬 二等獎 中一 許子岳

譚嘉裕 二等獎 中一 許子岳

張嘉和 二等獎 中一 許子岳

李柏韜 二等獎 中一 許子岳

杜煒熙 三等獎 中一 許子岳

林浚逸 三等獎 中一 許子岳

裴自立 三等獎 中一 許子岳

陳梓翔 三等獎 中一 許子岳

范卓庭 優異獎 中一 許子岳

程德永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二 許子岳

戴明峰 一等獎 中二 許子岳

陳俊麒 二等獎 中二 許子岳

陳易駿 三等獎 中二 許子岳

胡子良 三等獎 中二 許子岳

陳雋熙 三等獎 中二 許子岳

陸梓銘 三等獎 中二 許子岳

祁駿華 優異獎 中二 許子岳

任嘉宏 三等獎 中四 許子岳

劉劼炘 優異獎 中四 許子岳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柏樺 一等獎 第一名；滿分獎 中一 吳水拔

李栢軒 三等獎 中二 吳水拔

劉海波 二等獎 中四 陳勁力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勞淑儀 優異獎 中四 邵俊明

石啓康 優異獎 中四 羅清華

章海紅 優異獎 中四 馬家康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嘉威 三等獎 中四 何美芬

劉焯輝 三等獎 中四 何美芬

彭子明 優異獎 中四 何美芬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皇仁書院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培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兆君 三等獎 中一 馮碧珊

王偉忠 三等獎 中一 馮碧珊

梁潔瑩 三等獎 中一 馮碧珊

古康妮 三等獎 中二 馮碧珊

周志郁 三等獎 中三 馮碧珊

林寧興 二等獎 中四 馮碧珊

李碩恆 二等獎 中四 馮碧珊

黃海俊 三等獎 中四 馮碧珊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劉品純 優異獎 中四 梁智君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鄧偉雄 三等獎 中一 陳蔡玉明

梁俊豪 優異獎 中一 陳蔡玉明

鄭宗英 二等獎 中二 歐潤南

鄧德輝 三等獎 中三 梁德

黄潤生 三等獎 中三 梁德

羅森 優異獎 中三 鄧巧鸞

許黌達 三等獎 中四 鄧巧鸞

蔡志軒 優異獎 中四 鄧巧鸞

周翊暉 優異獎 中四 鄧巧鸞

李濟晟 優異獎 中四 鄧巧鸞

徐貴坤 優異獎 中四 鄧巧鸞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黄宗譽 三等獎 中三 梁偉達

劉喬煒 優異獎 中三 梁偉達

劉一輝 二等獎 中四 梁偉達

鄺世顯 優異獎 中四 梁偉達

何榮燊 優異獎 中四 梁偉達

陳惠忠 優異獎 中四 梁偉達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梁嘉男 優異獎 中二 陳珮琴

劉子鍵 優異獎 中四 陳珮琴

九龍文理書院 九龍文理書院 九龍文理書院 九龍文理書院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可立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2006 2006 2006 2006 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滿憑 三等獎 中三 梁國輝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林汶謙 二等獎 中二 劉偉雄

朱適 二等獎 中二 劉偉雄

李顯龍 三等獎 中二 劉偉雄

蕭海峰 三等獎 中二 劉偉雄

朱皓然 優異獎 中二 劉偉雄

蘇卓佳 優異獎 中二 劉偉雄

潘挺峰 三等獎 中三 劉偉雄

鄧文軒 三等獎 中四 劉偉雄

陳勵奮 優異獎 中四 劉偉雄

鄭智浩 優異獎 中四 劉偉雄

方浚 優異獎 中四 劉偉雄

何俊睿 優異獎 中四 劉偉雄

符文權 優異獎 中四 劉偉雄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羅嘉敏 優異獎 中一 孔憲新

周珮妍 三等獎 中三 孔憲新

吳胤汶 優異獎 中三 孔憲新

李春兒 三等獎 中四 孔憲新

林美欣 優異獎 中四 孔憲新

謝穎晞 優異獎 中四 孔憲新

蔡佳瑾 優異獎 中四 孔憲新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鄭鋆 優異獎 中四 許明琪

温欣瑜 優異獎 中四 許明琪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蔡酉晨 三等獎 中一 張美華

莊曉樺 優異獎 中一 張美華

鄭嘉怡 優異獎 中一 張美華

高淑佳 三等獎 中三 張美華

黃詩蕙 優異獎 中三 張美華

黃嘉慧 優異獎 中三 張美華

黃靖懿 優異獎 中四 張美華

蘇姵如 優異獎 中四 張美華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香島中學       香島中學       香島中學       香島中學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蔡夢帆 三等獎 中三 劉啓榮

范美欣 優異獎 中四 劉啓榮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胡伯衛 一等獎 中一 王志成

盧政愷 一等獎 中一 王志成

余德熙 一等獎 中一 王志成

郭凱傑 二等獎 中一 王志成

孫瑋琛 二等獎 中一 王志成

梁嘉晉 二等獎 中一 王志成

朱迪熙 三等獎 中一 王志成

林雋軒 三等獎 中一 王志成

馮清源 三等獎 中一 王志成

陳子泰 三等獎 中一 王志成

鍾秉毅 一等獎 中二 王志成

張立聰 一等獎 中二 王志成

黃敏諾 二等獎 中二 王志成

曾耀霆 二等獎 中二 王志成

黃昇鴻 一等獎 中三 王志成

吳柏賢 二等獎 中三 王志成

伍祖豪 二等獎 中三 王志成

李卓霆 二等獎 中四 王志成

區智恆 二等獎 中四 王志成

林德偉 二等獎 中四 王志成

曾昭坪 三等獎 中四 王志成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區紹豪 一等獎 中一 C.P. Wong

張雋榮 二等獎 中一 C.P. Wong

熊家健 二等獎 中二 C.P. Wong

馮曉暉 三等獎 中三 C.P. Wong

阮志豪 二等獎 中四 C.P. Wong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張景輝 優異獎 中一 陳有成

楊家澄 三等獎 中二 郭吳江

麥焯如 一等獎 第一名；滿分獎 中四 譚定邦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拔萃男書院    拔萃男書院    拔萃男書院    拔萃男書院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德雅中學      

喇沙書院喇沙書院喇沙書院喇沙書院

2006 2006 2006 2006 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中學組 團體名義參賽 獲獎名單（（（（新界區新界區新界區新界區））））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羅育庭 三等獎 中二 黃百雄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王國成 優異獎 中三 王文斌

王鈺萍 優異獎 中三 王文斌

姚文釗 優異獎 中四 王文斌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梅綽鎏 三等獎 中一 關劍忠

陳威龍 二等獎 中二 關劍忠

曾旖琳 優異獎 中二 關劍忠

黃卓君 二等獎 中三 關劍忠

徐子軒 優異獎 中三 關劍忠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趙浩麟 二等獎 中一 關星聯

鄧景謙 三等獎 中一 關星聯

李致成 三等獎 中二 關星聯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朱紫軒 三等獎 中二 馮德華

盧樂謙 二等獎 中四 馮德華

方俊傑 優異獎 中四 馮德華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曾進智 二等獎 中一 曹錠邦

廖秉華 三等獎 中一 曹錠邦

蔡永燊 優異獎 中一 曹錠邦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周偉麟 二等獎 中一 張凱林

胡志威 三等獎 中一 蘇偉森

羅俊謙 優異獎 中四 袁仲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星韻綜藝研習社       星韻綜藝研習社       星韻綜藝研習社       星韻綜藝研習社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周子騏 三等獎 中一 何穎敏

江美華 三等獎 中二 何穎敏

郭藹晴 優異獎 中二 何穎敏

黃仁傑 三等獎 中四 何穎敏

黃子程 優異獎 中四 何穎敏

陳家偉 優異獎 中四 何穎敏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家隆 優異獎 中三 周志文

余仲洋 三等獎 中四 周志文

林慶其 優異獎 中四 周志文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雋文 優異獎 中一 朱立夫

鄭肇桓 優異獎 中一 朱立夫

陳冠達 二等獎 中二 朱立夫

吳嘉怡 三等獎 中二 朱立夫

陳鴻佳 三等獎 中二 朱立夫

劉卓怡 二等獎 中三 朱立夫

余力恒 三等獎 中三 朱立夫

林曉鳳 三等獎 中三 朱立夫

卜修禮 三等獎 中四 朱立夫

陳曉彤 優異獎 中四 朱立夫

陳澤興 優異獎 中四 朱立夫

廖港強 優異獎 中四 朱立夫

戴兆聰 優異獎 中四 朱立夫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汶靜 三等獎 中二 周堅旋

馮景謙 三等獎 中三 葉綺雯

王証興 優異獎 中三 葉綺雯

邱福永 優異獎 中三 葉綺雯

鄧浦豐 優異獎 中三 葉綺雯

何嘉銘 優異獎 中四 陳鴻鈞

林珊珊 優異獎 中四 陳鴻鈞

柯秉林 優異獎 中四 陳鴻鈞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卓聲 二等獎 中二 唐偉雄

吳浚寅 三等獎 中二 唐偉雄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俊龍 優異獎 中三 莫一帆

董立駿 三等獎 中四 林燕

李雪瑩 優異獎 中四 余晨星

陳義源 優異獎 中四 余晨星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俊傑 二等獎 中一 李穎茵

尹正輝 三等獎 中一 李穎茵

陳庭章 二等獎 中三 李劍楓

盧志華 三等獎 中三 李劍楓

莊駿銘 三等獎 中三 李劍楓

梁嘉希 一等獎 中四 李劍楓

張一龍 優異獎 中四 李劍楓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鄒俊明 三等獎 中一 林若思

許肇彰 三等獎 中一 林若思

祁紹忠 三等獎 中一 林若思

林節清 優異獎 中一 林若思

鄭偉健 優異獎 中一 林若思

盧詠彤 優異獎 中一 林若思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甯敏哲 一等獎 中一 黃志熙

徐嘉駿 一等獎 中一 黃志熙

楊詠琼 三等獎 中一 黃志熙

陳倬銘 三等獎 中一 黃志熙

陳嘉健 優異獎 中一 林素梅

龔偉冠 二等獎 中三 韋祖光

伍鋒明 二等獎 中三 韋祖光

温智聰 三等獎 中三 韋祖光

康家駿 三等獎 中三 何嘉蘭

周以德 二等獎 中四 石霆

劉子揚 三等獎 中四 石霆

施嘉維 優異獎 中四 石霆

黃曉空 優異獎 中四 温鎮江

黄永豪 優異獎 中四 黄東民

盧鈺麒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威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李泳誼 三等獎 中四 倪桂明

陳曦澄 優異獎 中四 倪桂明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何冠彥 三等獎 中三 EKW

馮思瀚 優異獎 中四 ANC

莫爾恩 優異獎 中四 JIN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盧志恆 三等獎 中三 林恵儀

余耀輝 二等獎 中四 林恵儀

張煒信 三等獎 中四 林恵儀

李嘉健 優異獎 中四 林恵儀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瀚道 一等獎 中四 鄧永福

朱栢浩 優異獎 中四 鄧永福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王日軒 三等獎 中一 孟美蘭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連嘉欣 優異獎 中一 Mr Fung Wai Hei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獲獎情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陳偉杰 三等獎 中一 黃國偉

賴家俊 優異獎 中一 黃國偉

李文彥 三等獎 中二 黃國偉

鄧雅雯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

王梓恒 三等獎 中四 黃國偉

鍾焯睿 三等獎 中四 黃國偉

黎劍輝 三等獎 中四 黃國偉

李若琪 三等獎 中四 黃國偉

廖淑妍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梁禮塋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傅曉彤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盧仲廷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書院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羅定邦中學     羅定邦中學     羅定邦中學     羅定邦中學     

先致教育中心  先致教育中心  先致教育中心  先致教育中心  

一學堂教育中心      一學堂教育中心      一學堂教育中心      一學堂教育中心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