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 / 學會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名次

魏曉瑩 1B 羅灝津 1C 鄧慧霖 1C

歐亦渝 1D 李婷婷 2A 岑晉琳 2E

冼飛燕 2E 王曉盈 2E

中小學體適能獎金計劃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 學校進步獎(中學組)季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獲獎 談嘉敏 5E

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女子乙組跳高冠軍 熊韻瑤 4E

M13男子長兵器組冠軍

 M13男子拳術組季軍

G18集體短兵器組冠軍

自選棍冠軍

自選劍冠軍

集體拳術冠軍

自選拳亞軍

集體短兵器一等獎

拳術二等獎

男子學生組冠軍

男女子混合學生組亞軍

大埔及北區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男子組總冠軍              

大埔及北區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女子組總冠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全年總錦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男子組 十佳學校              

陳偉華 2B 黃友福 2D 鄭嘉豪 3A

陳漢琛 3B 周柏輝 3B 蔡藝豐 3B

馬細文 3C 丘兆言 3C

鄭嘉豪 3A 王靖霖 3A 陳漢琛 3B

周柏輝 3B 李子鈞 3B 蔡藝豐 3B

馬細文 3C

何浩洋 4A 何百川 4A 宋嘉俊 4A

葉啟文 4B 周開賢 4C 梁仁厚 4C

廖嘉杰 4C 江展鴻 5A 劉仁傑 5A

梁彥聰 5A 譚浩銘 5A 黃文聰 6A

李嘉豪 6S 黃思行 6S

廖嘉杰 4C 江展鴻 5A 劉仁傑 5A

梁彥聰 5A 譚浩銘 5A 李肇尉 5D

黃文聰 6A 李嘉豪 6S 莫文韜 6S

黃思行 6S

關汉杰 2D 李子傑 2E 何浩洋 4A

何百川 4A 盧俊傑 4A 宋嘉俊 4A

譚兆聰 4B 葉啟文 4B 周開賢 4C

梁仁厚 4C 何樂軒 4E

林承淵 1A 陳澧賢 1A 章嘉源 1C

潘穎駿 1C 鄭烱城 2D 朱梓維 2D

鄭倩因 3C 蔡依婷 3C 李爾諾 4B

郭文婷 4E 歐陽希昕 5A 胡穎琪 5B

羅淑琪 5D 談嘉敏 5E 李爾翹 7S

吳顯麒 1C 周澤培 1E 羅諾銘 1E

房柏匡 3A 吳進明 3A 盧衛聰 3E

鄭舜傑 5A 梁洛熙 5C 盧兆豐 5C

溫儉明 5C 王梓峰 5D 何東興 7A

梁芷澄 1A 吳曉霞 1A 羅灝津 1C

鄧佩琪 1C 梁雅皓 1C 歐亦渝 1D

深圳市武術協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0男子丙組排球邀請賽

大埔及北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學界籃球比賽

鄧顯中學籃球邀請賽

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賽

深圳市傳統武術比賽

09-10年度全體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同學

3C黃鎮浩

獲獎學生

殿軍

黃鎮浩 3C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2011

中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

台中市政府
黃鎮浩 3C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第七名)

男子排球隊

沙田節統籌委員會

沙田體育會

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2011年臺灣媽祖盃國際武術大賽

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第五名

男子丙組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鄧顯中學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男子乙組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男子甲組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男子乙組亞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水運會

大埔及北區學界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游泳隊

男子籃球隊

乒乓球隊

5C

體育科

2011冬季獨木舟水球公開賽 獨木舟總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盧兆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阮樂然 1D 譚佩君 1E 文婉婷 2D

歐陽希昕 5A 胡穎琪 5B 談嘉敏 5E

李爾翹 7S

鄭倩因 3C 蔡依婷 3C 李爾諾 4B

郭文婷 4E

鄭舜傑 5A 溫儉明 5C 王梓峰 5D

何東興 7A

女子甲組50米蝶泳冠軍

女子甲組200米自由泳亞軍

女子甲組200米自由泳季軍

女子甲組50米蝶泳季軍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女子甲組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男子甲組50米蛙式冠軍

男子甲組100米蛙式季軍

男子甲組50米蝶式亞軍 溫儉明 5C

女子甲組100米背泳亞軍 李爾翹 7S

女子丙組個人冠軍

女子乙組個人亞軍

女甲隊際冠軍

女子雙人同步冠軍

女子甲個人亞軍

女甲隊際冠軍

孫曉晴 1B 梁穎琪 1B 張綽婷 1C

阮樂然 1D 梁心悅 1E 黃婉婷 1E

女子丙組個人季軍 羅倩欣 2A

雙人同步冠軍

女子甲組個人季軍

雙人同步冠軍

女子甲組個人冠軍

女子雙人同步第五名(十四嵗或以下) 孫曉晴 1B 阮樂然 1D

女子雙人同步冠軍(十八嵗或以上)

女子18歲或以上個人亞軍

李芷婷 2A 李露菲 2A 吳家怡 2B

鄧曉慧 2C 范舒淇 2D 黃敏琪 3A

陳穎欣 3B 林雨婷 3C 劉韵怡 3C

廖敏宇 3C 陳漪晴 3D 朱珮晴 3D

李雪瑩 3D 梁嘉雯 3D 陳思敏 3E

張倩瑜 4A 賴海嵐 4A 邵諾媛 4A

鄭凱而 4B 蔡麗娟 4C 傅希琳 4D

陳嘉慧 4E

李雪怡 1B 梁雅皓 1C 羅灝津 1C

王悅兒 1C 李婷婷 2A 陳芷琳 2C

周盈盈 2C 梁慧心 2C 莫慧琳 2D

岑晉琳 2E 嚴泳 2E

梁晉杰 2C 彭景謙 3D 陳旭星 4A

鍾志鏗 4A 許子健 4A 何英揚 4E

劉坤豪 4E 明哲鋆 4E

趙東宝 1A 蔡鑫權 1A 何浚禮 2A

陳浩楠 2B 張庭洛 2B 劉迪威 2B

吳家橋 2B 林霆軒 2C

彈網隊

譚佩盈 6S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中銀香港第五十四體育節

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女子丙組亞軍

女子乙組冠軍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第五名

女子甲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冠軍

男子乙組冠軍

男子丙組第五名

男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亞軍

女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季軍

胡穎琪 5B

6S

王梓峰 5D

周卓琳 3A

大埔及北區學界水運會

女子排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大埔及北區學界羽毛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學界羽毛球比賽

6S

羽毛球隊

女子丙組隊際季軍

3A周卓琳

2010年全港彈網公開賽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譚佩盈

第十二屆香港中學彈網錦標比賽

游泳隊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5E

歐陽希昕 5A

談嘉敏

譚佩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吳梓豪 4A 張梓昌 4B 甘亮鋒 4B

李逸朗 4B 何英揚 4E

            何梓嘉 1E             徐慧釗 1E             陳芷欣 2A

            李樂怡 2A             鄧楚潼 2A             詹穎琳 2B

            鄭詠文 2C             2C             莫慧琳 2D

            陳容 2E             李芷澄 2E             蔡嘉慧 2E

男子乙組16強網球隊 中學校際網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投球隊 中學校際投球比賽 康文署、香港投球總會 女子丙組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