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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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兆祺 一等獎 中一 麥荻文

樂旻熹 三等獎 中一 麥荻文

陳楚傑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

陳彥匡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

         林曉聰 優異獎 中一 麥荻文

盧安迪 一等獎 中二 麥荻文

梁嘉珮 二等獎 中二 麥荻文

劉振業 三等獎 中二 麥荻文

馮彥楠 三等獎 中二 麥荻文

         馮新來 優異獎 中三 麥荻文

         陳泓謙 優異獎 中三 麥荻文

         黃家祺 優異獎 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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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洋 三等獎 中二 Mr.Fan

陳少澤 優異獎 中二 Mr.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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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威 優異獎 中二 楊家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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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漢基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二 張宇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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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景彥 三等獎 中一 Mr. Lee Chi Hon

黎俊輝 三等獎 中一 Mr. Lee Chi Hon

譚嘉樂 優異獎 中二 Mrs. Ko Tan Yuen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2008 2008 200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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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大同學會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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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學校 慈幼學校 慈幼學校 慈幼學校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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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藝蓉 優異獎 中一       楊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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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亮文 三等獎 中三       李展鵬

         吳林坤 優異獎 中三       李展鵬

         高柏朗 優異獎 中三       李展鵬

         劉俊靈 優異獎 中三       李展鵬

         陳銘聰 優異獎 中三       李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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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兆禧 優異獎 中一 吳重振

趙永熙 優異獎 中一 吳重振

         莊義銘 優異獎 中二 吳重振

         洪楚明 優異獎 中三 吳重振

         李樂軒 三等獎 中四       朱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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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家樂 優異獎 中二 馮碧珊

楊卓叡 優異獎 中二 馮碧珊

       歐陽德盛 二等獎 中三 馮碧珊

         梁兆君 三等獎 中三 馮碧珊

         戚家銘 優異獎 中三 馮碧珊

         梁潔瑩 優異獎 中三 馮碧珊

         王偉忠 優異獎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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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勇 優異獎 中一       羅兆倫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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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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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華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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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菁怡 三等獎 中一       吳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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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偉 優異獎       中二 許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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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頌文 優異獎 中一 劉偉雄

辜澤泳 三等獎 中二 劉偉雄

         王梓昌 三等獎 中三 劉偉雄

         胡志江 優異獎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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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進鋒 三等獎 中一       蘇家樂

蔡承軒 三等獎 中一       蘇家樂

楊偉城 三等獎 中一       蘇家樂

黄樂澄 優異獎 中一       蘇家樂

何浩賢 優異獎 中一       蘇家樂

謝廷軒 二等獎 中二       蘇家樂

李祐榮 二等獎 中二       蘇家樂

蔡詠軒 三等獎 中二       蘇家樂

謝文軒 優異獎 中二       蘇家樂

鄭成堡 優異獎 中二       蘇家樂

李兆倫 優異獎 中二       蘇家樂

梁嘉明 優異獎 中二       蘇家樂

         黃驛斯 優異獎 中三       蘇家樂

         譚志遠 一等獎 第一名 中四       鄭鈞傑

         連柏淇 二等獎 中四       鄭鈞傑

         林子軒 三等獎 中四       鄭鈞傑

         鍾建華 優異獎 中四       鄭鈞傑

         葉學彬 三等獎 中五       鄭鈞傑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聖家書院  聖家書院  聖家書院  聖家書院  Holy Family Canossiam CollegeHoly Family Canossiam CollegeHoly Family Canossiam CollegeHoly Family Canossiam College

英華書院英華書院英華書院英華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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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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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鈞浩 優異獎 中一       劉靜鵬

         陳沛浩 優異獎 中一       劉靜鵬

         李卓謙 優異獎 中一       劉靜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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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斯晉 優異獎 中一       羅國權

         馮子銓 優異獎 中一       羅國權

         鄭樂然 優異獎 中一       羅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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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慧賢 優異獎 中一 孔憲新

劉廸詩 優異獎 中一 孔憲新

         林曉汶 優異獎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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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迪衡 優異獎 中二       陳嘉榮

         黃成偉 優異獎 中三       卓永康

         黃奇峰 優異獎 中三       卓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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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皓 優異獎 中二       嚴偉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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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靄琪 優異獎 中一       陳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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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伊淇 優異獎 中二 梁恩鳴

約書亞教育中心    約書亞教育中心    約書亞教育中心    約書亞教育中心    

聖血會上智英文書院聖血會上智英文書院聖血會上智英文書院聖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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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嶺書院       景嶺書院       景嶺書院       景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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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寶中學  李國寶中學  李國寶中學  李國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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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進華 優異獎 中一       鄭碧玉

         黃志銓 優異獎 中一       李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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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獎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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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焜升 優異獎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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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耀明 三等獎 中一 關劍忠

黄凱婷 優異獎 中一 關劍忠

         鄧景謙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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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輝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一 關星聯

         易灝揚 二等獎 中一 關星聯

         趙浩麟 二等獎 中三 關星聯

         鄧軒畧 優異獎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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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樂天 二等獎 中一       劉子聰

         陳俊傑 三等獎 中一       劉子聰

         何泳仁 三等獎 中一       劉子聰

         黃曉蕾 優異獎 中一       劉子聰

         盧倩欣 優異獎 中一       劉子聰

         李保城 二等獎 中三       潘志明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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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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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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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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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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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宇 優異獎 中三       潘志明

         何俊康 優異獎 中三       潘志明

         陳睿謙 優異獎 中三       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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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逸廷 優異獎 中一       蔡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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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仲明 優異獎 中三       張國豪

         陳智灝 優異獎 中四       曾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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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善康 優異獎 中一       何欣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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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振榮 優異獎 中一 周志文

         蘇凌峰 優異獎 中三       黃錦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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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浩賢 三等獎 中二 高偉文

莫啟成 三等獎 中二 高偉文

         陳嘉章 優異獎 中三 高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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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彗甄 優異獎 中二       魯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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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詠宜 優異獎 中四       賴智強

南屯門官立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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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沙田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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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卓賢 三等獎 中一        林素梅

黃裕富 三等獎 中二        石霆

潘若 優異獎 中二        劉惠萍

         甯敏哲 一等獎 中三        李俊威

         陳倬銘 二等獎 中三        李俊威

         徐嘉駿 三等獎 中三        何嘉蘭

         楊詠琼 三等獎 中三        李俊威

         陳嘉健 優異獎 中三        李俊威

         翁嘉爵 優異獎 中四        黃東民

         廖康皓 優異獎 中四        黃東民

         龔偉冠 一等獎 第一名 中五        劉耀光

         伍鋒明 二等獎 中五        劉耀光

         康家駿 優異獎 中五        劉耀光

         劉卓熙 優異獎 中五        劉耀光

         溫智聰 優異獎 中五        劉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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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軒 優異獎 中一       陳德宏

         羅偉鋒 優異獎 中五       鄧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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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安 優異獎 中一    譚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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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卓軒 優異獎 中一       趙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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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俊福 三等獎 中四       鄧煥章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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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基督書院     基督書院     基督書院     基督書院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王肇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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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言 二等獎 中一 黃國偉

陳子軒 三等獎 中一 黃國偉

王家龍 優異獎 中一 黃國偉

陳文御 優異獎 中一 黃國偉

江自勤 優異獎 中二 黃國偉

徐卓鋒 優異獎 中二 黃國偉

         賴家俊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

         吳敏怡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

         吳瑞雯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

         陳偉杰 優異獎 中三       程美儀

         李文彥 一等獎 第一名 中四 黃國偉

         廖浩鈞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李澄朗 優異獎 中四 黃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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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金英 優異獎 中二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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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卓軒 優異獎 中三       黃賢崇

才博教育及顧問有限公司才博教育及顧問有限公司才博教育及顧問有限公司才博教育及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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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