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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2019-2020年度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5A 李嘉銘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2018/19學年） 

6D 王駿   

 

第十二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初中組） 4D 劉倬君  

優秀學生（高中組） 6D 林佩欣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3A 梁沛斌 4D 李天悅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B 鍾銀珍 6D 王敏楠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模擬考試」 

全港第四名 (商業管理單元) 6B 鍾銀珍  

 

2020「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每位獲獎學生獲發$5,000獎學金） 

3D 吳希而 6D 鍾銀珍   

 

第十三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優秀學生 3D 羅嘉晴   

高中組優秀學生 5A 顏采盈   

 

課外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奬勵計劃 2020 

金獎 5D 潘燕婷   

銀獎 2A 陳菡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優秀學生 5B 李卓軒    

 

全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 2020 

最踴躍參與獎    

 

2019-2020 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初賽） 

二等獎 3D 陳子欣   

三等獎 3D 黎倩雯   

 

資優創意徵文比賽 2020 – 英文組 

金奬 2D 何洛伊    

 

學術獎項 

https://www.pooitun.edu.hk/Content/08_others/01_what_is_new/index.aspx?ct=latestNews&styleId=1&newsType=generalAnouncement#news892
https://www.pooitun.edu.hk/Content/08_others/01_what_is_new/index.aspx?ct=latestNews&styleId=1&newsType=generalAnouncement#news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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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 2C 林伯怡    

 

2020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2A 陳菡   

銅獎 2A 謝珊玉 2D 黃婉樺  

 

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亞軍 4B 方曉桐   

 優良 2A 陳維浩 2A 鄧華燁 2C 陳靜欣 

  3C 蘇智茵 3D 黎倩雯  

 詩詞獨誦 – 粵語 季軍 1A 黃凱謙   

 優良 1A 鄭沁怡 1D 周紫欣 3A 施沅蕎 

 詩詞獨誦 – 英語 亞軍 5D 何依琳   

 季軍 2D 周滙軒 4B 劉思穎  

 優良 1D 劉希榕 2D 蘇加軒 3B 陳綽穎 

  3D 羅嘉晴 3D 林文傑 3D 吳希敏 

  4D 李天悅   

 戲劇對話 – 英語 季軍 2C 鄒卓盈 2C 林心皓  

 優良 5D 鄭茝鑾 5D 何依琳  

 公開演講 – 英語 優良 3C 鄒凱全 3D 黃韜樺 3D 蘇銘龍 

 

3450 區網上扶輪社全人服務奬學金 

5A 謝槳鍁  5D 黃芷君   

 

EMOMENT Art Competition 

4A 蘇康然    

 

2019-20 青苗學界進步奬 

1A 洪朗茵 1B 鄭羽謙 1C 吳天欣 1D 楊瑢 

2A 陳詩晴 2B 林思睿 2C 譚曉澄 2D 吳樂瑤 

3A 張宇豪 3B 劉焯恒 3C 傅烯春 3D 張煒壕 

4A 呂綉宜 5A 林淑儀 5B 林君悅 5C 方文軒 

5D 莫德蔭    

 

2019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奬 

3A 梁沛斌 4D 李天悅   

 

i-learner 第二十九屆智好學計劃 

金奬 2A 陳菡 2D 黃婉瑩 3D 吳恩僑 

優秀學員奬 2A 羅家玲 2A 謝珊玉  

 2A 陳菡 3D 葉彩瑩  

 

i-learner 智愛閱讀計劃 – 跨學科英文閱讀 

金奬 3D 劉銘君 3D 梁梓鴻 3D 羅葦玲 

 3D 謝鈞泓 3D 葉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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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arner 智愛閱讀計劃 – DSE英文科閱讀 

金奬 5A 張璟煒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關愛服務暨活動冊設計比賽」 

亞軍 5A 謝樂鍁 5A 黃綺華 5D 李澤敏 

 5D 黃芷君 6B 麥依晴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攝影比賽」 

亞軍 3D 吳希而   

優異獎 3C 周碧瑜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比賽」 

優異獎    

 

 

 

 

 

 

黃大仙區提升市容運動 2019/20 ─ 環保圖案設計比賽 

 中學組亞軍 6B 麥依晴   

 中學組優異獎 6A 王珊 6A 冼文迪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3C 黃毅苗 4A 蘇康然   

 

服務獎項 

藝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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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2020 

6C 陳榮天    

 

AXA安盛 x利物浦足球菁英計劃 2019 

傑出學員 5B 李卓軒    

 

學界體育比賽 

羽毛球 男子甲組 第五名 3B 黃智信 4C 黃嘉煒 

  4C 余雄杰 4D 葉皜麟 

  6A 余偉楠 6B 談學謙 

  6C 陳榮天  

 女子甲組 第六名 4B 藍天慧 5A 黎嘉迎 

  5A 林淑儀 5C 周錦慧 

  5D 莊雅而 6A 施雅雯 

  6D 潘天蔚 6D 高慧汶 

游泳 男子甲組 100米背泳 第五名 5C 鄭德晉  

  100米自由泳 第五名 6D 陳梓灝  

  50米背泳 第七名 5C 鄭德晉  

  100米背泳 第七名 5C 盧昱兆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 第七名 4B 葉浚豪  

  4x50米四式接力 第五名 3D 鄭栢喬 3D 霍銘彥 

  4A 黃浚鋒 4B 葉浚豪 

  4C 林良晶  

 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式接力 第五名 3C 蔡樂瑤 4D 程泳詩 

  4D 羅靖童 4D 梁啓雪 

 

體育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