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2004-2005 年度） 

高級章（紫章／粉紫章） 
東區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方穎鈴 黃俊龍 何沅桐 王寶寶 

  卓少坤 柳松藝 謝傑俊 林景輝 

  施嘉勁 馮啟文 張振海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吳凱玲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李美好    

北角協同中學 史慧琪 郭嘉熙 蔡圓圓 丁雪娜 

  劉綽瑩 施超藍 何淑芳 吳琼琳 

 

灣仔區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周明美 陳禮俊 呂重恩  

何東中學 莊焯穎    

聖保祿學校 曾凱琳 林寶珊   

香港真光中學 劉慧彤 葉珮琤 楊夢瑩 王家敏 

  王韻婷 翁嘉琦   

聖馬利亞堂中學 周家敏 陳子鷹   

玫瑰崗學校 梁寶琴 蘇曉霖 林寶儀 林珠鈴 

  甘穎芝 譚敏逑 曾穎詩  

瑪利曼中學 梁思敏 阮慧盈   

 

中西區 

聖嘉勒女書院 蔡婉姿 蔡婉詩 李敏婷  

明愛聖方濟各中學 梁進達    

聖士提反堂中學 蔡逸寧 周明蕙 吳旻健 李敏慧 

  黃穎珊 李宛霖 黃潔欣  

聖保羅書院 袁文釗    

英皇書院 周洛文    

高主教書院 衛世鈞    

 

南區 

香港真光書院 黃美蓮 余翠霞 謝靜宜 陳梓菱 

培英中學 廖潔怡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郭靜妍    

嘉諾撒聖心書院 曾嘉敏 鄺健姿 方詩婷 劉鳳燕 



觀塘區 

觀塘瑪利諾書院 陳卓勛 鄭其森 劉智富 李利峯 

  胡家斌 劉智亨 劉晉鳴 馮兆彤 

  黃萬誠 趙子淵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冰明 翁顯慧 張莉盈 郭嘉璘 

  辛婉怡 庾伊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霍漢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吳君儀    

聖安當女書院 唐綺君 陳海旋 陳泳清 王芬 

九龍利瑪竇書院 孫婷婷 葉家如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王小奕    

藍田聖保祿中學 陳兆茹    

 

黃大仙區 

文理書院（九龍） 郭敏慧 李美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許永昭 彭靜瑜 羅翠玲 奚琳玉 

  馮倩恆    

可立中學 方琪琪 方玲玲 蔡嘉麗 莫麗源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顏韻萍 林瑩瑩 李曉華 陳希霖 

  陳嘉欣    

聖母書院 張美琪 李淑敏 王美琳 王順卿 

  孫嘉欣 陳亭蔚 羅淑妍  

 

九龍城區 

華英中學 李通怡    

賽馬會官立中學 曾麗嫦 何倩儀 林靜菲 黃美茹 

迦密中學 林嘉和 劉卓敏   

五旬節中學 謝麗娟 張泳施 謝婉莉  

余振強紀念中學 葉正科 陳子晶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葉贊邦    

協恩中學 冼樂平    

九龍真光中學 張雅善 鄭裕珩 柯婷婷 張柏儀 

 溫頌頤 謝銀香   

陳瑞祺（喇沙）書院 何煒鐽 江家勇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莫志良    

香港培正中學 魏丹虹 關家敬 何珮詩 陳依圖 

 李康婷 黃小鳳 廖佩茹 陳栢廷 

 羅麗群 李嘉茵   

喇沙書院 伍兆龍 陳霆瑋 馮宇佳  

 

 



油尖旺區 

拔萃女書院 梁安澄 黎苑紅 劉倬伶 劉詠怡 

聖芳濟書院 黃浩釗 劉東輝   

真光女書院 李淑玲 毛潔如   

麗澤中學 鍾經緯 黃嘉媚 劉麗莎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冼瑋恩 林嬡婷 吳佳蒽 馬莉鈴 

  莫衛俊 梁麗芳 馬興燕 劉奕崙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梁詠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湯秀芬 梁佳儀   

拔萃女書院 梁安澄 黎苑紅 劉倬伶 劉詠怡 

聖芳濟書院 黃浩釗 劉東輝   

 

深水埗區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吳寶潔 鄺葆賢 李鎧鑾 鄧旭明 

天主教南華中學 陳寶紅    

惠僑英文中學 羅麗玲 趙詠恩 陳福霞 劉曉蘭 

英華書院 黃皓嵐 梁健偉 陳曉暉  

廠商會中學 郭俊龍    

九龍工業學校 陳繼輝 劉智健 梁德麟  

德貞女子中學 黃瑞君 雷慧雯 陳詩雯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陳芷珊 梁家鳳   

 

葵青區 

荔景天主教中學 孫靜嫻 梁艷屏 陳嘉雯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潘倩晴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洪明珠    

 

屯門區 

屯門天主教中學 何家惠 姚紹樑 姚海清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玉儀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俊禮 鄺凱韻 黃詠怡 陳美儀 

  岑芷珊 高子鋒   

浸信會永隆中學 盧志雄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崔曉彤    

青松侯寶垣中學 黎秀嫻 李靄婷 何思遠 吳韞賢 

  余淑如    

 

荃灣區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孔建皓 楊彥凌 孫潤祺 何卓修 

  黃紹妍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陳嘉妍 吳嘉雯 黃艷嫻 史燕玲 



可風中學 李灝廷 黃敏婷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黃卓欣 萬子恩   

荃灣官立中學 李天樂    

 

元朗區 

賽馬會毅智書院 王燕玲 盧慶澤 蕭文惠 黃敏聰 

  李淑茹 陳嘉儀   

趙聿修紀念中學 戴康妮 李淑貞 莊婉玲 黃詠秋 

  關琳嫣    

天水圍官立中學 李慧琪 馮慧儀 李芷穎 黃荇棋 

伯裘書院 鍾慧盈 李豪媚 茹淑英 陳妙茹 

  楊敏珊 劉寶華 譚鈺沛 倪穗盈 

  張致焜 陳笑英 陳麗珊 吳翠玲 

  羅秀平 胡艷葆 麥敦儀 鄧貴英 

  王芷凝 李文靜 李文婷 蔡淑賢 

  陳惠妍 黃子貞 楊慧珊 王翠云 

  廖育清 張詠雪 葉兆基 黎永兒 

  黎淑曼 嚴秀慧 謝玉玲 黃慧芝 

  王麗珠 余鍩熺 黃翠珊 蘇德成 

  陳頌寅 梁鎧儀 林靖茵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俙汶 馮莉儀 王芷華 黃彬成 

  周安妮    

 

北區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林凱英 黃麗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翟菲 關嘉傑   

上水官立中學 林宛穎 鄧子健 邱嘉耀 李霈玟 

  杜潔儀 梁詠怡 朱聲藝 麥詠嵐 

  陳綺玲 陳冠樺 胡佩珍 劉廣發 

  管詠恩 周兆聰 林其蔚 劉梓珊 

  司徒美君 李燕鳴 楊佩婷 洪程曦 

  李苑梅 謝栢軒 吳倩琴 黃盛華 

  蟻穎琳 陳家諾 陳寶成 梁德健 

  李嘉維 李芝蕊 嚴志強 廖嘉玲 

  張小玉 郭民樂 李振國 鄧文雅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余汋郗 歐慧儀 梁惠儀 張偉賢 

  張育琴    

粉嶺官立中學 沈禧瑜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黃天心 陳素怡 林美欣 林麗君 

  張敏君 甘嘉茵 莫楚萍 鄧泳珊 

  莊涴茸    



 

西貢區 

迦密主恩中學 李嘉欣    

天主教嗚遠中學 鍾麗兒 蔡偉珍 李敏儀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莊淑君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廖家楠 郭檸檸 麥冠怡 翟悅敏 

  黃雅怡 陳律廷 黃迦嵐  

 

大埔區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魏玉怡 黃詠欣 陳麗琼  

大埔三育中學 謝莉雯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黃嘉玲 柳學軒 蔡倩盈  

迦密柏雨中學 許瑩    

沐恩中學 利映 盧媛芳   

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 蘇嘉儀 鄭嘉莉   

王肇枝中學 林國豪 陳永萍 廖家寶 溫淑儀 

  田素筠 李宇森 羅靜嫻  

迦密聖道中學 袁敏愉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張詠澄 林璐菁 潘靜賢 袁綽宏 

  朱嘉林 陳倩彤   

神召會康樂中學 黃澤琛    

 

沙田區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彭結興 吳穎怡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張倩彤 陳紀光 黃淑瑩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趙文秀    

沙田官立中學 譚智剛 連碧欣 鄭朗兒  

東芫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黎錫熹 黃嘉儀 劉映汝 賴妙怡 

  呂鎮瑋    

樂道中學 張嘉欣 黃敏凝 鄭萃晶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吳璧琪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鄭卓宏 陳獻略 馬慇澤  

聖羅撒書院 張步巧 唐曉瑩 王翹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