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2017-2018 年度） 

 
小學高級章（粉紫章） 

 
中西區 

李陞小學 陳朗軒 梁沛謙 彭爵然 黃卓琳 徐英棣 

 陳韻伊 盧凱祺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陳滙星 陳嘉誠 李泓樂 朱詠賢 吳嘉諾 

 陳柏翹 周敬慧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鄭忠軒 彭志聰 施阮珺 于港生  

般咸道官立小學 陳樂生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陳映荷     

 

灣仔區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葉沛澄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卓伽憲 潘敏丰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郭美恩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陳灝湋 何諾晴 李鈞諾 勞敬懿 鄧凱瑤 

 陳觀賜 何紹暐 雷晞 呂嘉朗 鄧光昊 

 陳銘雪 甘彥津 李逸嵐 麥鎧瀠 杜浩源 

 陳加希 高一翀 梁進熙 吳昌溥 唐竣廉 

 陳詩迪 郭子翹 梁中鳴 吳衍邦 曾駿芹 

 陳子柔 關晉華 梁浩正 吳逸謙 謝浩賢 

 陳逸朗 郭譽 梁浩然 蒲世民 謝凱晴 

 張振昇 鄺子駿 梁鈜深 潘銘希 蔡卓軒 

 陳錄庭 黎心柔 李焯烽 蕭卓希 溫焯祈 

 鄭潁桐 林文旭 李俊傑 蕭敬軒 黃卓軒 

 張敬羲 林沛洋 李沛慈 蘇璟彤 黃杏瑜 

 蔡諾謙 劉卓嵐 盧俊諾 蘇博文 王洛潼 

 莊安程 劉梓傲 盧鍁蘊 蘇芷羚 邱晞賢 



 朱樂謙 劉耀禧 勞皓一 施亮延 葉芷希 

 韓子樂 李鎮熙 盧啟晉 譚汛希 袁嘉蔚 

 何高仲     

 

東區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許嘉濠 李珮圯 林曉祈 曾嘉晉  

 

南區 

鴨脷洲街坊學校 陳愷枝 陳芷柔 袁佩佩   

 

深水埗區 

福榮街官立小學 黃瑞欣 陳月明 楊芷婷 趙芷欣  

寶血會嘉靈學校 馬丹丹     

聖公會基愛小學 蔣昊 戴雄峰 鍾業君   

天主教善導小學 劉彥亨 吳嘉騏 方子慧 楊思珮  

 

 

 

屯門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楊子語 蔡樂琳 周婷茵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任晉賢 張柏倫    

道教青松小學 劉楹     

 

 

沙田區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李碩旻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蔡志鍇 楊卓妍    

大埔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馮心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黎洛汶 鄧棨陽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劉熙堯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鄭琛 鄭欣健 袁栢澄 林雪濴 麥曉嵐 

 林皓盈 鍾礎謙 蔡曉彤 廖穎賢 蔡梓恩 

 陳碩熹 葉伊玲 蔡梓慧   



元朗區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張珈恩 朱智濤 鍾曦尤 盧昀萱 何英姿 

潮陽百欣小學 曾梓謙 郭栩俊 趙冠賀 劉凱澄 梁鑒鋒 

 葉子彤 陳思宇 鄭凱琳 王凱埕 吳子敬 

聖公會靈愛小學 黃映臻 楊芍元 吳芯賢   

元朗商會小學 汪達 陳泯光 李雨潤 高朗淇 陳焯熹 

 劉昊朗 顏浩銘 關百傑 賴鑽森  

 

荃灣區 

海壩街官立小學 余海豪 陳洛瑤 陳俊鴻 羅恩桐 董文倩 

 關凱傑     

 

 

中學高級章（紫章） 
 

中西區 

高主教書院 李紫晴 蕭寶晴 鄧美彤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李曉琳     

 

東區 

文理書院(香港) 廖慈鑫 麥曉彤 王雅靜 王雅詩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梁凱盈 李珮均 鄧佩雯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馮君妍 郭揚玲 葉靜彤 楊佩欣  

港島民生書院 鄭灝琳 徐雪瑜    

聖貞德中學 鍾兆富     

嘉諾撒書院 鄺詠彤 柯曉嵐 潘曉晴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韓嘉莹 戴妙英    

寶血女子中學 歐陽曼姿 陳智妍 周琬淇 梁寶云 譚雪琳 

 嚴嫚潼     

 

南區 

明愛莊月明中學 劉凱琳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陳曦怡 陳沅蔓 周崇杰 朱文星 符穎欣 

 許穎茵 鄧浩天 IJAZ MOHAMMAD IKRAM 



香港真光書院 鄭詠瑤 林幸兒 麥穎喬 蘇楓琳 黃映希 

 馮盈盈 羅淑華 吳嘉穎 蘇子雯 阮卓盈 

 林夕淳 梁樂堯 布慰心 謝洛賢  

聖士提反書院 陳俊彥     

 

灣仔區 

北角協同中學 蔡森威 陳欣潔 林信達 吳臻美 邱俊廷 

 陳曉嵐 蔡琬婷 劉偉誠 曾睿光 余曉恩 

 陳海鋒 何慧莹 梁家愉 謝德寶 袁少婷 

 陳漢亮 黃敏勤 劉學禮 蔡明桂 袁詩惠 

 陳佩瑩 黎昊然 莫結池   

佛教黃鳳翎中學 陳文杰 葉倬昆 曲殷緯 林家燁 吳鎮廷 

 何俊霆 左竣銘 劉學軒 林芷瀠 殷兆華 

 何耀鋒 簡文軒 劉彥祖   

皇仁書院 樊永權 梁皓 李承洋 黃智傑  

聖保祿中學 吳依霖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陳思言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李家禮     

 

離島區 

東涌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梁添輝     

 

九龍城區 

華英中學 王颽萸 何希琳    

迦密中學 鍾靖濤 阮靖雅 葉朗瑤 何玟禧  

民生書院 劉穎茵 高雅澄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黃芷茵 曾毅然 王藝霖 葉凱然  

喇沙書院 陳孝準     

 

觀塘區 

聖公會基孝中學 高燕珊 劉穎怡 李燕珊 陳芓杏 劉詠琪 

 王慧琦 顧兆堂 卞茵琪 林泳希 盧可欣 

 曠綺 梁穎琳 蔡永祺 李嘉怡 麥楚瑩 



 鄧雅洛     

聖安當女書院 李珮菱 許瑩瑩 陳映諭   

觀塘瑪利諾書院 嚴逸洪 林踔賢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湯健一 張雅惠 吳卓琳 鄭凱文 林海琪 

 劉詩婷 王樂瑤 黃芷蓓 陳秀霞 張嘉慧 

 吳宛兒 顏昭美 黃溪栢 盧泳如 施嘉璇 

 林顥倫 鄭恩希    

 

黃大仙區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歐雪瑩 宋依雯 陳穎珊 黃詠婷 劉璇 

 陳婉翹 李瑋頴 關影淘 莫曉澄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李浩緯     

 

深水埗區 

滙基書院 陳俊業 吳效良 唐福成   

基督教崇真中學 何天領     

德貞女子中學 陳映彤 馮諾彤 蔡佳渟 冼卓雯 陳家雯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歐芷欣     

路德會協同中學 李詠琳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楊淑貞 彭嘉欽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廖佩儀     

中聖書院 蔡栢念     

九龍工業學校 彭湘兒     

 

油 尖 旺 區  

拔萃女書院 梁諾嘉 楊芯渝 方善珩 陳樂恩 陸紀雪 

真光女書院 李加懿 李曉嵐 仇穎妍 林海濤  

天主教新民書院 蔡智霆 周穎琪 梁立臻 司徒美詩 伍卓瑩 

 羅美桓 陳芷晴 何明霖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黎伊澄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劉芷瑋     

 

 

 



北區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潘曉彤 吳靖雯 容諾茹 葉詠珊 陳富華 

 吳家惠 曾凱琳 李嘉胰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謝雪汶 楊嘉欣 張詠知 廖芯怡 陳子悠 

 任雪妍 楊雅慧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陳明慧 何樂晴 劉慧琦 張穎瑩 蔡樂怡 

 姚汝林     

 

西貢區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丁佳煌 梁昌緯 李皓堯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王霈雯 康文茵 蘇嘉熹 劉凱瑤 陳碧茵 

 譚靖姿 譚芷晞 李凱楠 白曉欣 林沛恩 

 吳俊熙 羅凱翹 林珮穎 柯勛耀  

播道書院 莊善衡     

迦密主恩中學 陳玥雯 黃佩詩 岑婧彤 周芷蔚 黎瑋俊 

 

 

葵青區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泓欣 陶嘉惠 余俊健 劉偉聰 梁詩琪 

 黃鴻瑩 陳穎楠 莫健斌 林淑芬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白嘉儀 蔡經坡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萬悅朗 黃佳娜 莫翠兒 陳景瑤 麥嘉瑩 

 

元朗區 

趙聿修紀念中學 馮穎文 彭婉婷 余綺雲 吳靖彤 林漢權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曾樂恩 梁殷庭 林錦慧 江芷彥  

伯裘書院 吳倩妍 蘇秀芳 謝雨鑫   

沙田區 

五育中學 張晞舜 蔡碩倫 張家華 陳穎雅 陳建新 

 林畯然 鄭善邦 褚育綺   

樂道中學 高美慧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梁卓希 賴慈恩 徐安悅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嘉盈 馮芷珊 陳卓琳   



天主教培聖中學 馮梓晴 陳俊宏 伍嘉俊 蔡偉康 朱家輝 

 張翠琳 倪林宇 吳子軒 李文杰 陳詠欣 

 黃淑君 何廷楷 梁敏兒 蕭尹政 梁寶欣 

 王宇軒     

賽馬會毅智書院 周菀靖 文嘉薇 陳啟華 吳家明  

元朗商會中學 梁璟霖 周楚穎 莫凱伊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林兆城 金家棟 溫澤祥 梁黠皓 張高鑫 

 陳文謙 孫澤鉅 麥燊 陳紫欣  

 

屯門區 

崇真書院 梁詠芯 關善儀 高淑欣 林東兒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譚佑希 楊嘉禧    

屯門天主教中學 梁可妍 賴尚琳 蘇浩賢 鍾愛僖 譚詩詩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施晶晶     

 

大埔區 

迦密柏雨中學 胡芯菀 賴曉慧 劉沛彤   

迦密聖道中學 陳俊明     

王肇枝中學 蕭湙朗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黎子鈴 盧嘉琪 蔡嘉振 霍駿悅 李栢軒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陳翠婷 賴穎茵    

救恩書院 梁柏茵 盧啟欣 潘恩彤 崔慧貞 區芷琪 

 黃詩淇 郭穎儒 劉惠珍   

神召會康樂中學 陳曉詩 何秀文 高穎怡 關芷琪 楊延博 

 馮家詠 勵沚晴 林希汶 黎鎵昕 葉曉峻 

 卜子煜 劉茵瑤 林嘉誼 林思彤 劉卓銘 

 張梓康 李小龍 劉翠珊 冼穎思 陳穎琪 

 方偉倫 蘇詠琳 劉珊珊 黃凱楠 池亮沂 

 馮忠榮 陳卓賢 劉思婷 陳謹樂 蕭家榮 

 郭浩謙 陳俊傑 陸藹瑩 鄭章軒 曾俊豪 

 李政憲 陳可衡 麥婉儀 鄭旻豐 陳俊傑 

 梁俊軒 鍾桌熙 岑思雅 趙漢龍 謝俊然 

 梁家禧 劉心如 蕭潔瑩 鍾華 高浩誠 



 

荃灣區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趙芯彤 楊貝兒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曉維 劉欣榕 黃學容 呂諾 李芷晴 

 

 

 麥展維 李宇森 蘇麗婷 崔真浩 麥靖琳 

 蘇昊盟 鍾卓衡 蘇子晴 許嘉橋 羅詠詩 

 蘇迪烽 陳靜宜 蘇韻盈 羅耀東 林澤樞 

 譚浩冲 陳鍶澄 譚上惠 李皓瀾 楊聰 

 黃志城 陳慧明 周家樂 呂俊 王智聰 

 邱毓良 張詠怡 陳佩琳 蘇揚豊 周卓謙 

 陳栩欣 張安怡 鍾紫雯 黃德浩 梁靜雯 

 張心怡 朱詠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