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東區 卓越家長教師會選舉     最具領導團隊才能大獎(中學組)    家長教師會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粵語) 冠軍       陳天恩 曾鉦芝

祁良神父紀念獎學金       林影雪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修讀課程︰健康護理實務)       林影雪

2021-22年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魏健浩  許增源

香港島校長聯會2021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021年香港島十大優秀學生(高中組)     秦泳姿

香港島校長聯會2021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021年分區優秀學生(初中組)(東區)   王嘉婧

泰山功德會  孝道之星表揚活動      孝道之星    Thebe Supriya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    重見笑「融」發放「義」彩義工嘉許

優秀個人義工獎

陳楚涵  李煒琪  林賢輝  林賢耀  馬思瑩  王嘉婧  許議文  謝正軒  蘇樂兒  黃永杰

陳天恩  曾鉦芝  嚴晟嘉  曾嘉欣  Limbu Sajana  李晓雯  王銳聰  許增源

優秀義工隊伍

明心義工隊

2021-2022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鐵餅-亞軍   男子乙組鉛球-亞軍     陳柏圻

扶貧委員會    2022「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林影雪  蒲巧妍  許增源

香港明愛   明愛暖萬心籌款活動    金輝贊助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女童軍選舉2022    優秀女童軍     陳天恩  

茹愛芝獎學金 (全級第一名) (上學期) 獎學金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秦泳姿 

Limbu Sajana        許增源 

無名氏獎學金 (上學期)  

學業成績獎 

彭樂晴   王丹恩   關荣荣   曾芷涵 

邱錦樂   林賢輝   黃永杰   祝家俊 

Florece, Mia Cassandra  

何子晴   林影雪   魏健浩 

操行獎 

楊詩雨   彭樂晴   黃思韻   曾芷涵 

李德雕   關荣荣   王一全   馬德源 

黃芝琳   李煒琪   馬思瑩   王嘉婧 

盧樂妍   梁仲然   李穎姍   羅寶亨 

秦泳姿   蘇樂兒   江丹妮   江丹欣 

黃志成   陳天恩   曾鉦芝   蔣靜怡 

鍾俊傑   葉沛樂   李兆邦   許增源 

Yan, Ka Mei Kelly    Thebe Supriya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Gurung, Siddi  

Singh, Simreen Kaur        Limbu Sajana  

Florece, Mia Cassandra  

學術獎 
(於朗誦、演講、學科等 

校內外學術比賽中表現出色者) 

李德雕   陳天恩   曾鉦芝 

Singh, Simreen Kaur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活動獎 
(於聯課活動中表現出色者) 

洪海濱   張晉賢   莊海勇   崔學誼 

黃均豪   王嘉婧   黃嘉俊   梁仲然 

江丹欣   張天昊   黃永杰   張瀚文 

黃志成   曾嘉欣 

義工服務獎 
(於風紀、男女童軍、 

義工服務等表現出色者) 

黃芝琳   王一全   陳楚涵   李煒琪 

馬思瑩   林賢輝   林賢耀   黃濤華 

謝正軒   張志軒   陳天恩   曾鉦芝 

Thebe Supriya        Limbu Sajana  

體藝獎 
(於班際和學界活動、 

校內外體藝比賽中表現出色者) 

梁 成    張偉誠   陳柏圻   祝家俊 

王曉嵐 

科
 

目 

獎
 

中文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秦泳姿 

蔣靜怡   魏健浩 

英文 

王丹恩   王嘉婧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Rimsha - Jan 

Thebe Supriya      Florece, Mia Cassandra 

數學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祝家俊 

何子晴   許增源 

生活與社會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秦泳姿 

通識 Limbu Sajana     林影雪 

綜合科學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物理 祝家俊   何子晴   許增源 

生物 祝家俊   Limbu Sajana        陳澤群 

化學 鄧祖匡   林思敏   蒲巧妍 

中國歷史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普通話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普通電腦 楊詩雨   王彥博   王嘉婧 

資訊及通訊科技 黃志成   李兆邦   李晓雯   張忠定 

基本商業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秦泳姿   Limbu Sajana          林影雪  

經濟 黃永杰  Florece, Mia Cassandra  林影雪 

旅遊與款待 秦泳姿   鍾俊傑   許增源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江丹妮   蔣靜怡   蒲巧妍 

倫理與宗教 (DSE)  蔣靜怡   許增源 

倫理與宗教 
楊詩雨   崔學誼   盧樂妍   秦泳姿 

Limbu Sajana        許增源 

視覺藝術 
彭樂晴   曾芷涵   王嘉婧   蒙雨桐 

Florece, Mia Cassandra         林子焱 

音樂 王丹恩   李德雕   洪浚杰 

體育 

梁 成    彭樂晴   黃均豪   關荣荣 

林賢輝   李煒琪   祝家俊   秦泳姿 

葉沛樂   曾鉦芝   徐永燦   林影雪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2021 
明日領袖卓越獎 

曾鉦芝   林影雪   蒲巧妍   徐永燦 

Navarri Camille Castro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選舉 / 進步生選舉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林思敏   秦泳姿   陳柏圻   黃芝琳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王嘉婧   李德雕   林影雪 Limbu Sajana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第十三屆 ICEHK 2022  

「勇闖新天地」國際繪畫比賽 

青年組 - 二等獎 黃芝琳 

青年組 - 三等獎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青年組 - 優異獎 馬思瑩   彭樂晴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1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初中組 - 優異獎 

林賢輝   李煒琪   馬思瑩   王嘉婧 

林賢耀   黃濤華 

少年警訊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中學組 - 優異獎 

陳瑋宏   楊詩雨   彭樂晴   陳志達 

石文康   洪海濱   梁 成    黃思韻 

王丹恩   鍾林希   莫梓康   曾芷涵 

李德雕   王永諾   王彥博   張偉誠 

余祉軒   關荣荣   張晉賢   黃均豪 

莊海勇   王一全   劉宇謙   馬德源 

黃芝琳   蔡安妮   馬思瑩   邱錦樂 

譚樂瑤   王嘉婧   陳楚涵   李煒琪 

林賢輝   林賢耀   許議文   盧樂妍 

楊詠嵐   黃志成   鄒澤銘   葉沛樂 

李兆邦   李偉城   施政傑 Yan, Ka Mei Kelly   

Singh, Simreen Kaur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獎狀 陳楚涵   李煒琪   馬思瑩   王嘉婧 

散文獨誦(普通話)良好獎狀 黃濤華   林賢輝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Certificate of Merit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Thebe Supriya  

Florece, Mia Cassandra  Limbu Sajana  

Gurung, Siddi  Chan Tin Yan  

Zeng Zhengzhi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中學組高級 - 卓越獎 Thebe Supriya  

英文中學組初級 - 優異獎 馬思瑩 

中文中學組初級 - 優異獎 李德雕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2021 

最佳活動推廣獎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最踴躍投票獎 

香港地壺傷健協會   

長幼一家及傷健地壼國慶盃 
分組 16 強 

陳天恩   曾鉦芝   林思敏   曾嘉欣 

李永俊   溫鎮棕   葉沛樂   葉文軒 

吳迎風   王曉嵐   林子焱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全港中小學「你想書店」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我最喜愛作品獎 

王嘉婧   盧樂妍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十年樹木」獎學金 秦泳姿   蘇樂兒   Thebe Supriya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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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愛芝獎學金 

(下學期) 
獎學金 

陳志達   鍾林希   王一全   黃濤華   Singh, Simreen Kaur  
陳柏圻   梁仲然   盧樂妍   蘇樂兒   陳墨涵   張瀚文 
Thebe Supriya       蔣靜怡   曾嘉欣   鍾俊傑   蒲巧妍 
Navarro, Camille Castro         Rimsha -Jan  

無名氏獎學金 

(下學期) 

操行優良獎 

楊詩雨   王丹恩   關荣荣   李德雕   馬德源   王嘉婧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Singh, Simreen Kaur 
Yan, Ka Mei Kelly    李煒琪   馬思瑩   盧樂妍   許議文 
李穎姍   蘇樂兒   秦泳姿   江丹妮   江丹欣   黃永杰 
黃志成   Thebe Supriya       陳天恩   林思敏   曾鉦芝 
曾嘉欣   鍾俊傑   葉沛樂   李永俊   Florece, Mia Cassandra   
Limbu Sajana        許增源 

中一至中六級 

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級︰楊詩雨   彭樂晴   王丹恩 
中二級︰李德雕   關荣荣   曾芷涵 
中三級︰王嘉婧   邱錦樂   林賢輝 

中四級︰秦泳姿   黃永杰   祝家俊 

中五級︰Florece, Mia Cassandra     Limbu Sajana    何子晴 

中六級︰許增源   林影雪   魏健浩 

學術獎 
(於朗誦、演講、學科等 

校內外學術比賽中表現出色者) 
楊詩雨   Yan, Ka Mei Kelly   林賢輝   王嘉婧   秦泳姿 

活動獎 
(於聯課活動中表現出色者) 

王永諾   馬德源   崔學誼   蔡安妮   黃濤華   李煒琪 
盧沛瀅   譚樂瑤   劉靜嫻   蘇樂兒   張宏越   鄒澤浩 
黃志成   陳天恩   曾鉦芝   Limbu Sajana  

義工服務獎 
(於風紀、男女童軍、 

義工服務等表現出色者) 

莊海勇   王一全   黃芝琳   黃均豪   梁仲然   張天昊 
黃永杰   梁德樂   梁德岡 

體藝獎 
(於班際和學界活動、 

校內外體藝比賽中表現出色者) 

鍾林希   張偉誠   黃芝琳   陳柏圻   林賢耀   劉昊燊 
祝家俊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飛躍進步獎 

王丹恩   莫梓康   王一全   蔡安妮   Yan, Ka Mei Kelly  
洪俊杰   黃永杰   陳墨涵   Thebe Supriya       林思敏 
鍾俊傑   Emmanuel Justin     徐永燦   麥柏城 
Navarro, Camille Castro  

科 

目 

獎 

中文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秦泳姿   蔣靜怡   魏健浩 

英文 
王丹恩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王嘉婧  Thebe Supriya  
Florece, Mia Cassandra      Rimsha Jan  

數學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祝家俊   何子晴   許增源 

生活與社會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秦泳姿 

通識 Florece, Mia Cassandra         林影雪 

綜合科學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物理 祝家俊   何子晴   許增源 

生物 祝家俊   Limbu Sajana        陳澤群 

化學 鄧祖匡   林思敏   蒲巧妍 

中國歷史 楊詩雨   李德雕   王嘉婧 

普通話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普通電腦 楊詩雨   王彥博   王嘉婧 

資訊及通訊科技 黃志成   張忠定   李晓雯 

基本商業 楊詩雨   關荣荣   王嘉婧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秦泳姿   鍾俊傑   林影雪 

經濟 黃永杰   Florece, Mia Cassandra   林影雪 

旅遊與款待 秦泳姿   鍾俊傑   許增源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江丹妮   蔣靜怡   蒲巧妍 

倫理與宗教(DSE)  蔣靜怡   許增源 

倫理與宗教 
楊詩雨   曾芷涵    馬思瑩   江丹欣  Limbu Sajana  

許增源 

視覺藝術 
彭樂晴   曾芷涵    王嘉婧   Thebe Supriya  

Florece, Mia Cassandra       林子焱 

音樂 楊詩雨   曾芷涵   林賢耀 

體育 
陳志達   彭樂晴   張偉誠   關荣荣   林賢輝   李煒琪 

祝家俊   秦泳姿   葉沛樂   曾鉦芝   徐永燦   林影雪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Junior 

Form
s
 

Champion  Tsang Tsz Ham  

First runner -up Yan, Ka Mei Kelly  

Second runner -up Lo Lok Yin  

S
enior 

Form
s
 

Champion  Thebe Supriya  

First runner -up Limbu  Sajana  

Second runner -up Chan Tin Yan  

全方位學習體驗日 

五人足球比賽 

冠  軍 林賢耀   林賢輝   王曉嵐   吳迎風   林家威 

亞  軍 祝家俊   陳墨涵   施浩睿   馮梓峰   張瀚文 

季  軍 
鍾林希   張偉誠   黃均豪   王一全   陳德全 

洪浚杰   謝正軒 

全方位學習體驗日 

三人籃球比賽 

冠  軍 洪海濱   梁 成    鍾鎧楠   莊國略 

亞  軍 陳柏圻   蘇晉彥   林賢輝 

季  軍 陳墨涵   施浩睿   佘浚暉   施政傑 

模範之星 

9 月份 

彭樂晴   李德雕   劉宇謙   盧沛瀅   盧樂妍 

張天昊   黃志楓   葉沛樂   林家威   林仲泓 

Yan, Ka  Mei Kelly    Thebe Supriya  

Gurung, Siddi        Navarro, Camille Castro  

10 月份 

楊詩雨   曾芷涵   黃芝琳   馬思瑩   許議文 

江丹妮   陳天恩   施政傑   林影雪   李科揚 

Singh, Simreen Kaur   Thebe Supriya    Limbu Sajana  

11 月份 

石文康   鍾林希   馬德源   邱錦樂   謝正軒 

江丹欣   黃志成   曾鉦芝   李兆邦   許增源 

麥柏城  Limbu Sajana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Thebe Supriya  

12 月份 

黃思韻   關荣荣   張晉賢   王嘉婧   陳家寶 

秦泳姿
   

張志軒
   

蔣靜怡
   

李兆邦
   

王銳聰
 

Singh, Simreen Kaur
  

Thebe Supriya
 

Gurung, Siddi 

1-4 月份 
陳志達   李德雕   馬德源   李煒琪   梁仲然 

劉靜嫻   陳天恩 

5 月份 

蘇家兒   莫梓康   王一全   蔡安妮   李穎姍 

劉靜嫻   鄒澤銘   林思敏   鍾俊傑 

Thebe Supriya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Florece, Mia Cassandra  

6 月份 

王丹恩   余梓鋒   莊海勇  Yan, Ka Mei Kelly  

黃濤華   劉昊燊   蘇樂兒   黃志成   曾嘉欣 

李永俊   Florece, Mia Cassandra  

家長教師會 – 考勤紀錄優良 勤學獎 

石文康   蘇家兒   王永諾   關荣荣   張晉賢 

王一全   Singh, Simreen Kaur  黃濤華   李煒琪 

林賢輝   林賢耀   邱錦樂   王嘉婧   許議文 

祝家俊   秦泳姿   蘇樂兒   江丹妮   江丹欣 

張宏越   陳天恩   曾鉦芝 

教務組 - 進步獎 

成績進步獎 
陳志達   關荣荣   崔學誼   蔡安妮  黃景豪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操行進步獎 

王丹恩   王永諾   崔學誼   洪浚杰   王栢霖 

陳墨涵   曾嘉欣  李永俊 Costales, Alyssa Nicole 

Ravarra  

教務組 

品學兼優 

楊詩雨   李德雕   關荣荣   王嘉婧   邱錦樂 

秦泳姿   黃永杰   蔣靜怡   Thebe Supriya  

Florece, Mia Cassandra         Limbu Sajana  

服務獎 
王嘉婧   馬思瑩   李煒琪   黃濤華   黃永杰 

張天昊   陳天恩   曾鉦芝 

學生事務組 個人發展獎 
楊詩雨   Florece, Cassandra Shane        林賢輝 

秦泳姿   陳天恩    許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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