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2011-2012 年度） 

 

一等榮譽級章（紅星榮譽章） 

嘉諾撒書院 王柳丹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尹襯微 陳嘉文 司徒佩珊 鄭漪潼 

香港真光書院 林景艷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羅曉彤    

聖保祿學校 周樂晴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冼廷錕 梁昭毅   

迦密中學 吳婷欣    

華英中學 顏芷程    

九龍聖安當女書院 伍汶慧 楊淑娟   

觀塘瑪利諾書院 黃奕倫    

拔萃女書院 黃樂妍 朱欣庭   

天主教新民書院 趙傑文 梁德賢   

聖母玫瑰書院 許芷妮 余煥婷 梁詠彤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曾巧梅    

神召會康樂中學 馬曉虹 黃穎沁 梁偉文 畢詠賢 

  鄧力豪 吳瑞冰 鄧曉彤 徐庚汶 

  石愷瑤 蘇嘉瑩 劉穎珊 盧依勵 

  袁麗君 鍾皓暉 譚業平 黃偉奇 

  周智傑 詹敏儀 蕭斌英 李樂姚 

  楊雅詩 徐庚慧 陳羨婷 蕭苑珊 

  曾小麗 李恩瑜 曾寶樺 張穎楠 

  馮寶兒 莫婷婷 吳雪凌 周敏兒 

  劉澤憲 劉億敏 李靜儀 陳國熙 

  馬  彤 李明駿 張菀洛  

迦密柏雨中學 徐朗炘 文頴琛 陳頴欣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張偉珊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曾匯賢 莫栩賢 馬芷瑩  

聖羅撒書院 董文麗    

風采中學 夏詩詩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洪詠欣 王潔儀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董小瑩 林賢順   

迦密主恩中學 梁嘉敏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梁嘉欣    



南屯門官立中學 葉美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胡嘉麗 謝潔儀   

 

二等榮譽級章（白星榮譽章） 

嘉諾撒書院 王柳丹    

香港仔工業學校 郭遨哲 陳思宇 羅俊軒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尹襯微 陳嘉文 司徒佩珊 鄭漪潼 

香港真光書院 林景艷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羅曉彤 張依汶   

聖保祿學校 周樂晴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冼廷錕 梁昭毅   

華英中學 顏芷程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潘孝泓    

喇沙書院 趙挺鋒    

九龍聖安當女書院 伍汶慧 楊淑娟 蘇嘉堯  

觀塘瑪利諾書院 黃奕倫    

聖公會基孝中學 鄒楚齡    

拔萃女書院 黃樂妍 朱欣庭 張洛銦  

天主教新民書院 趙傑文 梁德賢   

聖母玫瑰書院 鍾芷君 許芷妮 余煥婷 梁詠彤 

匯基書院 袁雪瑩 譚景浩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曾巧梅 余雨婷   

聖羅撒書院 董文麗    

五育中學 林顥原    

迦密柏雨中學 徐朗炘 文頴琛 陳頴欣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張偉珊    

神召會康樂中學 馬曉虹 黃穎沁 梁偉文 畢詠賢 

  鄧力豪 吳瑞冰 鄧曉彤 徐庚汶 

  石愷瑤 蘇嘉瑩 劉穎珊 盧依勵 

 李靜儀 蕭斌英 袁麗君 陳國熙 

  譚業平 黃偉奇 周智傑 詹敏儀 

  李淑芬 蘇頌明 李樂姚 馬頴彤 

  曾翠怡 葉浩廉 徐庚慧 孔洺瀅 

  曾小麗 李恩瑜 曾寶樺 蕭苑珊 

  林美琪 李明駿 張菀洛 馮寶兒 

  吳雪凌 周敏兒 楊文慧 莫婷婷 

  劉澤憲 劉億敏 張穎楠 鍾皓暉 

 林子文 楊雅詩 陳羨婷 莊淑玲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曾匯賢 莫栩賢 馬芷瑩 朱楚怡 

風采中學 夏詩詩 江詠珊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洪詠欣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董小瑩 林賢順   

迦密主恩中學 梁嘉敏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梁嘉欣    

南屯門官立中學 葉美怡 何錦輝   

伯裘書院 胡家慈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蕭敏慧    

 

三等榮譽級章（藍星榮譽章） 

香港仔工業學校 郭遨哲 鄭家浚 陳思宇 史天朗 

聖士提反書院 劉俊亨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尹襯微 陳嘉文 司徒佩珊  

香港真光書院 符君宜 尹慧薇 林景艷  

聖士提反堂中學 梁穎欣 林駿傑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羅曉君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冼廷錕 梁昭毅   

佛教黃鳳翎中學 鄭佩樺    

迦密中學 賴凱玲 吳壁怡 鍾穎詩  

華英中學 顏芷程    

協恩中學 朱嘉盈 祁鈺媛   

喇沙書院 王皓嘉 趙挺鋒   

九龍聖安當女書院 冼慧怡    

觀塘瑪利諾書院 黃奕倫    

梁式芝書院 王倍思    

聖公會基孝中學 鄒楚齡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郭文英    

拔萃女書院 林倬琳 朱欣庭 梁雅媛  

天主教新民書院 朱梓灝 關家輝   

聖母玫瑰書院 余煥婷 許芷妮 梁詠彤 林韋婷 

  盧彥彤    

滙基書院 林彩霞 葉米淋 蔡幸燕 陳孟琪 

  熊慧芬 張嘉麗 侯寶怡  

天主教南華中學 周詠芝    

路德會協同中學 胡雪儀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明玉 李美蘭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曾巧梅 余雨婷 梁淑君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區廣權    

沙田官立中學 陳希彤 周雨婷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馬曉婷    

五育中學 陳琬婷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朱宜萱 莫栩賢 馬芷瑩 朱楚怡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謝珮珊    

迦密柏雨中學 徐朗炘 文頴琛 鍾幸儒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關倩欣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張偉珊    

神召會康樂中學 馬曉虹 黃穎沁 葉浩廉 蘇鴻希 

  吳瑞冰 鄧曉彤 曾翠怡 畢詠賢 

  鄧力豪 徐庚汶 劉億敏 石愷瑤 

 樊文傑 劉穎珊 盧依勵 張穎楠 

  蕭斌英 蘇曉雪 袁麗君 陳國熙 

  譚業平 黃洛奇 孔洺瀅 莊淑玲 

  詹敏儀 陳小翠 林子文 李淑芬 

  鄧綺雯 蘇頌明 李樂姚 馬 彤 

  徐庚慧 楊素慧 楊文慧 陳羨婷 

 曾小麗 李恩瑜 曾寶樺 鄭銳升 

  林美琪 朱翠玲 黃文軒 李明駿 

  吳雪凌 馮寶兒 莫婷婷 周敏兒 

  黃咏詩 梁偉文 徐博德 張菀洛 

  梁家偉 蕭苑珊 楊雅詩 羅嘉琳 

  周智傑 鍾皓暉 李靜儀 蘇嘉瑩 

  劉澤憲    

風采中學 江詠珊 夏詩詩 鄭文斌  

粉嶺官立中學 周翠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梁詠琳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戴穎欣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董小瑩 林賢順   

迦密主恩中學 梁嘉敏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梁嘉欣    

南屯門官立中學 葉美怡 何錦輝 俞雪紅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周映伶 鄺梓君   

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鄺浩澤    

浸信會永隆中學 陳雯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麥詠祁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李佩兒    

伯裘書院 黃婉君    

荃灣官立中學 張文艷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瑞宇 黃嘉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