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德育德育德育德育 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2010201020102010))))

攤位佈置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遊戲設計 優異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0201020102010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0年度關愛校園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學校2005-2011 荔景天主教中學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

「「「「關愛長者關愛長者關愛長者關愛長者、、、、全民護老全民護老全民護老全民護老」」」」 荔景天主教中學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心香港心香港心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義工大使行動義工大使行動義工大使行動 嘉許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林曉桐(3E)　余琬瑩(3E)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教學資源獎勵計劃教學資源獎勵計劃教學資源獎勵計劃教學資源獎勵計劃2011201120112011」」」」────全面學科獎全面學科獎全面學科獎全面學科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金章 石旻浩(7B)

銀章 林周日(7B)　趙國皓(7B)

黎志輝(7B)　蔡冠庭(7B)

鄧文杰(5E)　陳廣釋(5E)

羅倩怡(5E)　黃肇麟(5D)

陳偉聰(5B)　劉焯杰(5A)

銅章 蔡港威(4A)　陳偉聰(5B)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 高級章 卓錦娜(4A)　朱曉琪(4B)

張明憲(4E)　駱嘉慧(5A)   

陳溰銦(5E)　羅倩怡(5E)

中級章 卓錦娜(4A)　岑敏中(5A)

駱嘉慧(5A)　陳溰銦(5E)

羅倩怡(5E)

　　　　　　　　傑出團員及一星榮譽星章傑出團員及一星榮譽星章傑出團員及一星榮譽星章傑出團員及一星榮譽星章 鄧偉成(7B)

        　　學生代表往新加玻及馬來西亞交流

　　　　　　　　主題繪畫比賽主題繪畫比賽主題繪畫比賽主題繪畫比賽 優異獎 劉詠恩(5D)

　　　　題目：推己及人為環保敬老扶幼建和諧

　　　　　　　　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 許芷晴(4E)　卓錦娜(4A)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獎狀及獎學金$1,500 鍾穎儀(6A)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蕭慧璇(6B)

第二十一屆傑出學生選舉第二十一屆傑出學生選舉第二十一屆傑出學生選舉第二十一屆傑出學生選舉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獎狀及獎學金$1,000 蕭慧璇(6B)　林國鑫(5E)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第一名　 獎狀及獎學金$500 蕭慧璇(6B)

第二名　 獎狀及獎學金$400 黎家豪(6B)

第三名 　獎狀及獎學金$300 葉綠(6B)

全港學界全港學界全港學界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2010201020102010」」」」 獎狀及吉野家餐券 梁家荣(2B)　李曜丞(2C)

獅球教育基金會主辦獅球教育基金會主辦獅球教育基金會主辦獅球教育基金會主辦 柳芷漩(2C)　張觀榮(2E)

黃智亮(2E)　吳枷煒(3A)

侯俊軒(3B)　張佩欣(3C)

鄔奇正(3C)　謝珮瑩(3D)

梁家儀(4A)　袁綺虹(4A)

陳欣儀(4D)　吳玉麟(4E)

袁子豪(4E)　張嘉偉(5A)

周兆康(5B)　戚嘉倩(5C)

黃肇麟(5D)　郭景穎(5E)

佘偉強(6B)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高中組 亞軍 施翌琪(4C)　李國成(4C)

梅智雄(4D)

2011201120112011聯校機械人比賽聯校機械人比賽聯校機械人比賽聯校機械人比賽 冠軍 仇亦昇(2A)　馮葦欣(2C)

張觀榮(2E)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三星嘉許狀

優秀學員獎

最佳作品

優異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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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第第第第13131313屆屆屆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邱嘉幸(5B)

2010-2011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初中組 優異獎 陳健新(3E)

高中組 冠軍 王煜升(6A)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2010 High distinction (Top 10% of H.K.) 鄭鶴山(7B)　何文健(5E)

徐英澤(5E)　周旻禧(4E)

劉允康(4E)

Distinction  (Top 10%-25% of H.K.) 余政焜(7B)　林國鑫(5E)

羅倩怡(5E)　彭敬曦(5E)

方佩儀(4E)

Credit (Top 40% of H.K.) 何健明(5D)　張明憲(4E)

蔡穎瑤(4E)

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2010201020102010)))) 陳睿懿(7B)

林周日(7B)　周旻禧(4E)

石雯彥(3E)　黃己倖(2C)

黎志輝(7B)　石旻浩(7B)

彭敬曦(5E)　蘇明輝(5E)

陳希沂(5E)　徐英澤(5E)

梁家衞(5E)　伍詩偉(5C)

陳偉聰(5B)　劉允康(4E)

馬堃銘(4A)　岑穎鑽(4A)

唐瑋亮(3C)　梁梓樂(2D)

羅毅茵(2C)　魏文軒(2C)

陶子健(2A)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 二等獎 彭　霞(2C)

香港賽區 三等獎 胡秀寧(2C)　裴志榮(1B)

陸忠杰(1B)　沈子涵(1E)

韓筠生(1E)

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黃己倖(2C)　梁嘉煊(2E)

裴志榮(1B)　陸忠杰(1B)

201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榮獲(銀獎)榮譽獎狀 劉允康(4E)　周旻禧(4E)

《港澳盃 HKMO Open》
榮獲(銅獎)榮譽獎狀 韓筠生(1E)　黃己倖(2C)

黃俊瑋(2C)　石雯彥(3E)

第62屆校際朗誦節
詩文集誦─粵語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中二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彭　霞(2C)

中二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彭　霞(2C)

中四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冠軍 卓錦娜(4A)

中四級男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施翌琪(4C)

中五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翁柔群(5C)

中六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蕭詠琛(6A)

中六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梁穎媛(6A)

中六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 胡嘉麗(6A)

中六級男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王煜升(6A)

中一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梁詩彤(1A)

中一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李朗澄(1B)

中一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陳愷珩(1B)

中一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吳家俊(1A)

中二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馮葦欣(2C)

中二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徐蓓菁(2C)

中二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關文雅(2C)

中二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王子浩(2A)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鄭佩佩(3C)

中三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楊發榕(3C)

中三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陳禹衡(3C)

榮獲(CREDIT)榮譽獎狀

恒生盃-全年最佳寫作大獎

榮獲(HIGH DISTINCTION)榮譽獎狀

榮獲(DISTINCTION)榮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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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第62屆校際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胡潔炘(4B)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朱曉琪(4B)

中四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陳穎昭(4A)

中四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李金澤(4B)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譚可兒(5E)

中五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陳希沂(5E)

中五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李嘉泉(5E)

中六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梁曉雯(6B)

中六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卓珈希(6A)

天主教經文朗誦─普通話 冠軍 施翌琪(4C)

亞軍 楊發榕(3C)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第二十二屆閱讀嘉年華
遊戲攤位最佳美術設計獎(中學組及小學組) 季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笛子獨奏 中級組 冠軍 李俊軒(4C)

口琴 中級組 亞軍 李金澤(4B)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何詠翹(1B)　何穎汶(1E)　

梁巧怡(1E)　蔡曉嫻(1E)

黃寶兒(1E)　陳媛豪(2A)

鍾曉嵐(2B)　馮葦欣(2C)

莫詠深(2C)　彭　霞(2C)

譚穎琛(2C)　黃己倖(2C)

胡秀寧(2C)　李思敏(2E)

袁曉晴(2E)　謝秀英(3C)

陳詠琪(3E)　陳皓怡(3E)

白麗珊(3E)　鄭美莉(4A)

梁凱晴(4B)　駱嘉慧(5A)

謝珮瑜(5B)　李賢慧(5D)

吳君若(5E)　梁穎媛(6A)

莫艷婷(6B)　黃嘉詠 (5C)

葵青區舞蹈節 優等獎 何詠翹(1B)　何穎汶(1E)　

梁巧怡(1E)　蔡曉嫻(1E)

黃寶兒(1E)　陳媛豪(2A)

鍾曉嵐(2B)　馮葦欣(2C)

莫詠深(2C)　彭　霞(2C)

譚穎琛(2C)　黃己倖(2C)

胡秀寧(2C)　李思敏(2E)

袁曉晴(2E)　謝秀英(3C)

陳詠琪(3E)　陳皓怡(3E)

白麗珊(3E)　鄭美莉(4A)

梁凱晴(4B)　駱嘉慧(5A)

謝珮瑜(5B)　李賢慧(5D)

吳君若(5E)　梁穎媛(6A)

莫艷婷(6B)　黃嘉詠 (5C)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 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 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 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禁毒處 全力支持 何浩恩(5B)　梁嘉怡(5C)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鄒偉欣(5D)　王詩敏(5D)

「2011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余明倩(5D)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時裝及紡織學系時裝及紡織學系時裝及紡織學系時裝及紡織學系　　　　綾緻康健服務中心綾緻康健服務中心綾緻康健服務中心綾緻康健服務中心 優異獎 陳欣婷(4A)　陳珮瑜(4A)

Design plus Fashion Competition 2011 劉卓為(4C)

「為長者及病患者設計合適的服裝，應付日常生活所需。」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獎狀及獎學金$500 劉焯杰(5A)

康文署及香港拯溺會主辦
第十三屆香港長途拯溺錦標賽 公開女子自救組 優異獎 蔡詩敏(3C)

康文署及大埔體育會合辦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一百米胸泳                亞軍 蔡詩敏(3C)

女子青少年組4×50 四式接力           季軍 蔡詩敏(3C)

康文署及葵青區議會合辦
2010201020102010葵青區游泳比賽葵青區游泳比賽葵青區游泳比賽葵青區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二百米胸泳                季軍 蔡詩敏(3C)

女子公開組4×50 四式接力   亞軍 蔡詩敏(3C)

優異獎及卓越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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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香港學體會香港學體會香港學體會香港學體會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乙組二百米胸泳 冠軍 蔡詩敏(3C)

女子乙組一百米胸泳 亞軍 蔡詩敏(3C)

女子丙組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鍾卓盈(1D)　林嘉穎(1C)

林曉彤(1E)　李徽彤(2A)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 鍾卓盈(1D)　林嘉穎(1C)

林曉彤(1E)　李徽彤(2A)

黎穎詩(2E)　關文雅(2C)

鄭漪鈴(1D)　何詠翹(1B)

周雅玲(1C)　李綽瀅(1D)

香港拯溺總會主辦香港拯溺總會主辦香港拯溺總會主辦香港拯溺總會主辦2010201020102010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發展組女子海浪板拯救賽 季軍 蔡詩敏(3C)

發展組女子海浪板速度賽 季軍 蔡詩敏(3C)

發展組女子50公尺運送假人賽 冠軍 蔡詩敏(3C)

發展組女子4x50公尺混合接力賽 冠軍 蔡詩敏(3C)

發展組女子4x50公尺游泳障礙接力賽 亞軍 蔡詩敏(3C)

長洲拯溺總會主辦長洲拯溺總會主辦長洲拯溺總會主辦長洲拯溺總會主辦2010201020102010年長洲大三角公開賽年長洲大三角公開賽年長洲大三角公開賽年長洲大三角公開賽

女子公開組大三角賽 第四名 蔡詩敏(3C)

香港冬泳總會主辦香港冬泳總會主辦香港冬泳總會主辦香港冬泳總會主辦　　　　康文署協辦康文署協辦康文署協辦康文署協辦

二零一零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女子中學組 第十名 蔡詩敏(3C)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4x80米沙灘跑接力賽 季軍 蔡詩敏(3C)

香港游泳協會香港游泳協會香港游泳協會香港游泳協會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一百米蝶泳 亞軍 蔡詩敏(3C)

中國皮划艇協會主辦中國皮划艇協會主辦中國皮划艇協會主辦中國皮划艇協會主辦

2010年全國青年皮划艇(靜水)錦標賽 男子乙組四人皮艇五百米 亞軍 葉梓朗(2D)

2010-11年度香港跳水計分賽
女子乙組一米板 亞軍 林曉彤(1E)

康文署及葵青區議會主辦
2010年葵青區分齡網球比賽 男子少年組 冠軍 黎家宏(2B)

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2010201020102010年北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北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北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北區分齡網球比賽 男子12歲以下青少年組單打 亞軍 黎家宏(2B)

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2010201020102010年灣仔區分齡網球比賽年灣仔區分齡網球比賽年灣仔區分齡網球比賽年灣仔區分齡網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MC3組單打 季軍 黎家宏(2B)

香港網球總會主辦香港網球總會主辦香港網球總會主辦香港網球總會主辦

年終階梯賽(發展組) 冠軍 黎家宏(2B)

葵青區中學校際排球賽 亞軍 葉嘉媛(1A)　張家敏(1A)

女子丙組 馮惠詩(1A)　李雲婷(1A)

朱嘉玲(1D)　曾曉晴(2B)

黃詩雅(2B)　蕭冬蕾(2C)

楊芷珊(2E)　陳芷穎(2E)

學界聯會羽毛球比賽學界聯會羽毛球比賽學界聯會羽毛球比賽學界聯會羽毛球比賽 季軍 梁藹詩(5A)　黃詩敏(5B)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 胡嘉麗(6A)　黎明慧(6A)

林美婷(6A)　黃皓菁(6B)

康文署及香港羽毛球總會主辦
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 男子團體 亞軍 黎家宏(2B)

分區挑戰日

葵青區校際足球比賽(甲二組) 冠軍 李冠儉(7A)　余政焜(7B)

陳睿懿(7B)　關志康(6A)

關國威(6A)　陳俊穎(6A)

張浩鈿(6B)　劉焯杰(5A)

潘澤源(5A)　吳焯年(5A)

蘇朗勤(5A)　鄭嘉浩(5B)

王永豪(5B)　陳顥達(5C)

周銀生(5C)　林駿興(5C)

鄧浚濠(5D)　阮浩安(5E)

彭敬曦(5E)　陳廣釋(5E)

宋文駿(5E)　鄭兆鋒(5E)

盧振昭(5E)　陳錫賢(5E)

曾燕強(4D)　王睿智(4E)

余泳勁(3D)　陳志穎(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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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校外獲獎紀錄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葵青區校際足球比賽(丙組) 殿軍 鄭海洋(1A)　何柱浠(1B)

方皓正(1B)　張文偉(1B)

劉浩樵(1C)　黃創熙(1D)

溫展珩(1D)　鄭穎希(1D)

彭亨城(1D)　張海暉(1D)

陳俊霖(1D)　張俊賢(2A)

鍾潤霖(2B)　何建明(2D)

麥銘忠(2D)　余建宏(2D)

林彥均(2D)　梁浚彥(2E)

葵青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賽 殿軍 許芷晴(4E)　伍芯賢(3C)

吳秋欣(2D)　吳紫慇(1A)

葵青區中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乙組 亞軍 陳梓軒(4A)　譚　明(4A)

楊冠文(4A)　邢惟德(4B)

陳盛康(4E)　伍暋彥(4E)

黃振鎬(4E)　楊澤偉(4E)

何宇恒(3A)　溫　銳(3B)

黃炫霖(3B)　陳駿凱(3D)

陳嘉謙(3D)　李子亮(3D)

康文署及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辦
第30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2011 男子中童組套拳 優異獎 蔣　杰(2D)

男子中童組短器械 一等獎 蔣　杰(2D)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 全場總冠軍 錦棠盃 童軍團(南葵涌39旅)

男子中級組單打 冠軍 黎嘉宏(2B)

第五名 林子歡(5E)

第六名 陳曉東(5B)

男子中級組雙打 冠軍 梁家衛(5E)　鄭兆鋒(5E)

亞軍 李嘉亮(5E)　李嘉泉(5E)

男子組團體賽 冠軍 梁家衛(5E)　鄭兆鋒(5E)

李嘉亮(5E)　李嘉泉(5E)

黎嘉宏(2B)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啓域發展中心
2011年全港青少年雜耍大賽初級扯玲組 冠軍 李貝樂(3A)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梁綺玲(5A)　陳曉東(5B)

潘善婷(5C)　劉詠恩(5D)

周子澄(5D)　曾保霆(5D)

林美斯(5D)　黃　玲(5D)

郭淑華(5E)　李曉欣(5E)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何靖羚(5E)　盧振昭(5E)

陳曉東(5B)　邱嘉幸(5B)

陳梓濠(5B)　周銀生(5C)　

潘善婷(5C)　林秋屏(5D)

陳珮盈(5D)　黃　玲(5D)

李曉欣(5E)　彭敬曦(5E)

蘇駿文(5D)　李嘉泉(5E)

陳溰銦(5E)　郭淑華(5E)

林子歡(5E)　蘇明輝(5E)

林國鑫(5E)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李貝樂(3A)　周素茹(3D)

陳美婷(4B)　許芷晴(4E)

梁綺玲(5A)　江恩能(5A)

陳頴勤(5B)　羅曉彤(5C)

劉詠恩(5D)　周子澄(5D)

何文健(5E)　徐英澤(5E)

鄧文杰(5E)　譚慧婷(5E)

南葵涌服務中心南葵涌服務中心南葵涌服務中心南葵涌服務中心

ITITITIT掌門人暨地區數碼中心學生服務計劃義工掌門人暨地區數碼中心學生服務計劃義工掌門人暨地區數碼中心學生服務計劃義工掌門人暨地區數碼中心學生服務計劃義工 銅獎 林嘉裕(4C)　王美蘭(4C)

金瑋琳(4C)　莊禮健(4C)

何文俊(4D)

Kaur Ramanjit(4D)　 

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優良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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