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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 

各級期終獎項總錄(2011-2012) 
1. 田家炳博士獎學金：  

蔡楚航(7S07) 

 

2. 學生年獎： 

中一級：／ 

中二級：黃焌隆(2C35)  

中三級：林敬恩(3C16)  

中四級：蔡鳳婷(4B11)  

中五級：葉子承(5A18) 

中六級：吳穎(6D27) 

中七級：張浚琛(7S05) 

 

3. 學業優異奬： 

中一級：林溢輝(1A15) 胡芷芊(1A38) 謝婷仿(1B32)  

中二級：趙東宝(2C07) 劉展華(2C13) 黃焌隆(2C35)  

中三級：黎咏媛(3A13) 蔡穎晴(3B14) 林敬恩(3C16) 

中四級：陳南慧(4B04) 羅亦成(4C16) 曾詠珊(4E31)  

中五級：余德雄(5A38) 陳欣儀(5B04) 鄭凱而(5B05)  

中六級：陳建寧(6A03) 黃佩珊(6B37) 葉鳳怡(6E11)   

中七級：李惠珊(7A21) 蘇美琪(7A26) 張浚琛(7S05) 羅偉強(7S13)  

 

4. 操行優異獎： 

中一級：／  

中二級：趙東宝(2C07) 

中三級：黎咏媛(3A13) 柯俊霓(3B19) 

中四級：蔡程月(4D09)  

中五級：張毅豪(5D09)  

中六級：廖玉婷(6B21) 黃苑玲(6D37) 

中七級：張浚琛(7S05) 張婉琪(7S06) 蔡楚航(7S07) 

操行獎： 

中一級：林溢輝(1A15) 吳婉盈(1A28) 呂詠詩(1B25) 陳曉芳(1D01) 戚詠琦(1D05) 賴珮盈(1D13) 

林巧恩(1D14) 羅嘉豪(1D21) 吳玉婷(1D27)  

中二級：鄧佩琪(2A28) 梁文輝(2C15) 呂思明(2C20) 黃焌隆(2C35) 黃樂瑤(2C36) 練家享(2E19) 

魏曉瑩(2E29)  

中三級：蕭翠萍(3A24) 陳嘉麗(3B07) 馬穎琳(3B28) 文琬婷(3B31) 陳嘉尹(3C04) 許雅婷(3C15) 

林敬恩(3C16) 冼飛燕(3C31) 蔡慧儀(3D05) 林怡廷(3D15) 楊芷菁(3D35) 歐嘉敏(3E01)  

中四級：陳家樂(4B01) 陳嘉儀(4B02) 蔡鳳婷(4B11) 羅亦成(4C16) 陳彥彤(4E03) 鄭家蕙(4E04) 

吳廷欣(4E24)  

中五級：葉子承(5A18) 許潔瑩(5B13) 甘卓濡(5B16) 余敏熹(5B40) 梁詠琛(5C15) 陳毓淇(5D06) 

張熾盛(5D07) 葉思穎(5D38) 陳家聰(5E03) 鄭銘忻(5E06) 李婉婷(5E18)         

中六級：莫駿希(6A30) 蘇嘉慧(6B27) 黃佩珊(6B37) 林卓軒(6C09) 石頌茵(6C21) 陳栩婷(6D03) 

蔡雅茹(6D05) 呂樂研(6D25) 吳穎(6D27)  沈秋儀(6D30) 官美婷(6E12) 

中七級：周芷儀(7A07) 鍾達威(7A11) 賈婉琳(7A13) 揭鳳婷(7A14) 李宛螢(7A20) 李惠珊(7A21) 

彭穎賢(7A23) 潘智玲(7A24) 徐麗欣(7A27) 黃芸笙(7A31) 容曉怡(7A33) 黎思嘉(7S11) 

羅治輝(7S12) 羅偉強(7S13) 利永行(7S15) 李堂斌(7S20) 吳綺桃(7S25) 彭桂勇(7S27) 

謝婉羚(7S29)  

操行進步獎： 

中一級：莫子謙(1C17) 

中六級：呂樂研(6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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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最佳操行進步獎： 

中一級：莫子謙(1C17) 

中六級：呂樂研(6D25) 

 

5. 陳建熊榮譽校長獎學金： 

中一級：林溢輝(1A15)    

中二級：趙東宝(2C07) 

中三級：黎咏媛(3A13) 

中六級：陳建寧(6A03) 黃佩珊(6B37) 葉鳳怡(6E11)   

中七級：李惠珊(7A21) 蘇美琪(7A26) 張浚琛(7S05) 羅偉強(7S13)  

 

6. 天虹獎學金： 

中四級：蔡鳳婷(4B11) 羅亦成(4C16)  

中五級：陳欣儀(5B04) 

 

7.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張浚琛(7S05) 

 

8. 傑出中學生領袖（學友社）： 

葉啟文(5B38) 

 

9. 學術成就獎： 

葉鳳怡(6E11)  

 

10. 家教會最佳學術成就獎： 

高級程度 

何麗珊(7A12) 張浚琛(7S05) 鄧嘉雯 單皓楷（2010 年度畢業生） 

文憑試 

葉鳳怡(6E11) 陳建寧(6A03) 戴嘉莉(6A33) 蔡阮雯(6D07) 

11. 公開考試學科優異獎:： 

高級程度 

中國語文及文化 何麗珊(7A12) 

中國文學科  李惠珊(7A21) 

英語運用   吳景輝(7S26) 

物理    張浚琛(7S05) 羅偉強(7S13) 

會計學原理   徐麗欣(7A27) 

純數    鄭柱強(7S03) 

文憑試 

中文   陳建寧(6A03) 郭寶儀(6A16) 廖詠妍(6B20) 陳栩婷(6D03) 吳穎(6D27)  

葉鳳怡(6E11) 張嘉豪(6B07) 郭婷婷(6B14) 彭錦騫(6B24) 黃栩蔚(6B33) 

胡穎琪(6B38) 蔡阮雯(6D07) 羅泳宜(6D18) 馬雁玲(6D26) 潘允明(6D29) 

沈秋儀(6D30) 唐綺琪(6D31) 黃苑玲(6D37) 何嘉莉(6E10) 梁穎寶(6E25) 

彭婉怡(6E31) 

英文    戴嘉莉(6A33) 胡穎琪(6B38) 葉鳳怡(6E11) 

數學   陳建寧(6A03) 鍾啟俊 6A11)  陳學健(6A02) 鄒子健(6A06) 莫駿希(6A30) 

戴嘉莉(6A33) 田子豐(6A35) 盧子聰(6B22) 

通識教育   莫穎珩(6A31) 郭婷婷(6B14) 黃栩蔚(6B33) 蔡阮雯(6D07) 林卓軒(6C09) 

潘允明 6D29) 陳婉筠(6E02) 葉鳳怡(6E11) 梁穎寶(6E25) 王允佑(6E38) 

生物  黃佩珊(6B37) 

生物  胡穎琪(6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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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 

及財務既論  葉鳳怡(6E11) 林嘉欣(6E17) 林明儀(6E18) 彭婉怡(6E31) 

化學   陳建寧(6A03) 

中國歷史 梁曜熙(6A26) 周芷瑩(6B11) 林卓軒(6C09) 蔡欣意(6D06) 羅靜(6E20)  

王允佑(6E38) 麥崴健(6A28) 梁洛熙(6C15) 林芷瑩(6E19) 馬嘉耀(6E29) 

中國文學科  廖詠妍(6B20) 蔡阮雯(6D07) 梁穎寶(6E25) 

經濟   葉鳳怡(6E11) 戴嘉莉(6A33) 陳栩婷(6D03) 彭婉怡(6E31) 

世界歷史   傅家康(6D10) 

資訊及通訊科技 彭錦騫(6B24) 鄧諾恒(6B30) 

物理   田子豐(6A35) 陳學健(6A02) 陳建寧(6A03) 鄒子健(6A06) 林曼儀(6A20) 

戴嘉莉(6A33) 江鏡棠(6B13) 鄧諾恒(6B30) 

 

12. 傑出運動員獎： 

阮樂然(2A36) 周卓琳(4B06) 李嘉豪(7S14) 

 

13. 家教會才藝年獎： 

傑出音樂家獎－吳曉霞(2C23) 

傑出創意科技獎－古澤彥(5B15) 

傑出藝術家獎－唐綺琪(6D31) 

14. 學科獎：                                   

【中一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胡芷芊(1A38) 生活技能 胡芷芊(1A38) 

中  文 林溢輝(1A15) 科技教育 謝婷仿(1B32) 陳寶昕(1D02) 

數  學 李皓澄(1A17) 視覺藝術 謝婷仿(1B32) 

通識教育 郭上冠(1B09) 音  樂 陳瑩珊(1A04) 李皓澄(1A17) 

吳令山(1A27) 胡芷芊(1A38) 

綜合科學 郭昊晞(1A11) 體  育 梁雅婷(1A19) 黃浩鋒(1C22) 

中國歷史 黃浩鋒(1C22) 普 通 話 蘇靜欣(1B28) 林嘉俊(1D15) 

 

【中二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呂思明(2C20) 生活技能 蔡詠欣(2C32) 魏曉瑩(2E29) 

中  文 吳曉霞(2C23) 黃焌隆(2C35) 視覺藝術 黃楚堯(2C34) 阮樂兒(2E37) 

數  學 劉展華(2C13) 音  樂 陸嘉俊(2C21) 

通識教育 劉展華(2C13) 科技教育 黃樂瑤(2C36) 

綜合科學 劉展華(2C13) 體  育 吳頴愉(2E23) 章嘉源(2C06) 

中國歷史 趙東宝(2C07) 普 通 話 趙東宝(2C07) 吳曉霞(2C23) 

張斈瑜(2E04) 

 

【中三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黎咏媛(3A13) 經  濟 黎咏媛(3A13) 

中  文 黎咏媛(3A13) 普通電腦 劉奇翰(3B21) 

數  學 黎咏媛(3A13) 視覺藝術 陳詩琪(3C05) 

通識教育 黎咏媛(3A13) 音  樂 蕭翠萍(3A24) 詹穎琳(3C10) 

綜合科學 黎咏媛(3A13) 體  育 黎錦雯(3B20) 高祥鵬(3E14) 

歷  史 黎咏媛(3A13) 普 通 話 陳芷琪(3C07) 莫梓鏗(3E27) 

地  理 黎咏媛(3A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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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梁業豐(4A24) 經  濟 黃麒瑋(4A38) 陳南慧(4B04) 

中  文 蔡程月(4D09) 物  理 黃麒瑋(4A38) 

數  學 黃麒瑋(4A38) 化  學 黃麒瑋(4A38) 

通識教育 羅亦成(4C16) 生  物 陳南慧(4B04) 

中國文學 羅亦成(4C16) 資訊及 

通訊科技 

張嘉權(4B10) 

中國歷史 羅亦成(4C16) 視覺藝術 錢麗安(4D06) 

歷  史 羅亦成(4C16) 音  樂 黎沛生(4B17) 

地  理 溫雅茹(4E36) 體  育 鄭伊珊(4B09) 黃鎮浩(4B37) 

企業、會計 

及財務既論 

梁偉聰(4E18) ── ── 

【中五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陳君睿(5A03) 經  濟 郭文婷(5E14) 

中  文 鄭凱而(5B05) 郭文婷(5E14) 物  理 葉子承(5A18) 

數  學 

數學延伸單元 
(M1/M2) 

陳浩昇(5A01) 

沈煒倫(5B30) 

化  學 葉子承(5A18) 

通識教育 陶振明(5A31) 生  物 葉子承(5A18) 

中國文學 陶振明(5A31) 組合科學  

中國歷史 梁詠琛(5C15) 資訊及 

通訊科技 

古澤彥(5B15) 

歷  史 郭文婷(5E14) 視覺藝術 余德雄(5A38) 

地  理 李雪穎(5C17) 音  樂 林昀洛(5B18) 張紫瑩(5D10) 

熊韻瑤(5E13) 

企業、會計 

及財務既論 

張景悅(5E08) 體  育 邵諾媛(5A29) 葉啟文(5B38) 

【中六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  文 葉鳳怡(6E11) 經  濟 林嘉欣(6E17) 

中  文 葉鳳怡(6E11) 物  理 田子豐(6A35) 

數  學 

數學延伸單元 
(M1/M2) 

陳建寧(6A03) 盧子聰(6B22) 

陳建寧(6A03) 

化  學 江鏡棠(6B13) 

通識教育 陳建寧(6A03) 生  物 胡穎琪(6B38) 

中國文學 葉鳳怡(6E11) 組合科學 黎俊亨(6A18) 

中國歷史 梁曜熙(6A26) 資訊及 

通訊科技 

盧子聰(6B22) 鄧諾恒(6B30) 

歷  史 傅家康(6D10) 呂樂研(6D25) 視覺藝術 唐綺琪(6D31) 

地  理 石頌茵(6C21) 林振成(6D13) 音  樂 陳栩婷(6D03) 

企業、會計 

及財務既論 

葉鳳怡(6E11) 體  育 梁凱俊(6A24) 梁彥聰(6A25) 

陳歡恩(6E01) 
 

【中七級】 

科  目 獲獎者 科  目 獲獎者 

英語運用 吳景輝(7S26) 數學及統計 張婉琪(7S06) 

中國語文及文化 賈婉琳(7A13) 經  濟 徐麗欣(7A27) 

純  數 鄭柱強(7S03) 會計學原理 徐麗欣(7A27) 

中國文學 李惠珊(7A21) 物  理 張浚琛(7S05) 

中國歷史 李惠珊(7A21) 化  學 羅偉強(7S13) 莫文韜(7S22) 

歷  史 何麗珊(7A12) 生  物 鍾焯堯(7S09) 

地    理 徐麗欣(7A27) 體  育 李嘉豪(7S14)  梁穎儀(7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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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優異服務獎：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黎咏媛(3A13) 葉慧芝(3A37) 林敬恩(3C16) 歐嘉敏(3E01) 

中四級：蔡鳳婷(4B11) 曾麗娟(4B32) 黃鎮浩(4B37) 杜詠彤(4C22) 蔡程月(4D09)   

中五級：葉子承(5A18) 劉景行(5A22) 楊芷晴(5A36) 鄭凱而(5B05) 李美怡(5B22) 吳家昊(5B28) 

沈煒倫(5B30) 唐佳敏(5B33) 葉啟文(5B38) 陳啟聰(5D01) 陳詠欣(5D05) 張毅豪(5D09) 

梁寶恩(5D28) 李婉婷(5E18) 李俊劭(5E21)  

中六級：蔡阮雯(6D07) 

中七級：蘇美琪(7A26) 李嘉豪(7S14) 

 

 

16. 家教會最佳義工服務獎： 

黃翠珊(2A32) 林煒熒(4D21) 曾詠珊(4E31) 溫雅茹(4E36) 周曉瑩(5E10) 

17. 最佳閱讀獎項： 

我的讀書大計最佳表現獎(中文組) 
布倩彤(1C20) 吳曉霞(2C23) 李慧敏(3B25) 何楚玲(4A13) 郭文婷(5E14) 

廣泛閱讀計劃最佳閱讀獎(英文組) 
蘇靜欣(1B28) 鄧佩琪(2A28) 張詠琳(3B12) 

全校最佳閱讀大獎  

鄧佩琪(2A28) 

 

18. 學業進步獎： 

中一級：張午榮(1A06) 鄭煒穅(1A07) 朱智賢(1A08) 何展瑭(1A09) 李皓澄(1A17) 盧佩盈(1A24) 

馬芷晴(1A25) 譚雅文(1A32) 黃筠宜(1A36) 余彥樂(1A39) 曾綺玲(1A40) 關嘉盈(1B08) 

麥穎琛(1B26) 翁嘉希(1B40) 陳鍶敏(1C03) 周曉琳(1C04) 蔡慶淇(1C06) 何美欣(1C09) 

羅其彥(1C12) 梁嘉恩(1C15) 莫子謙(1C17) 陳曉芳(1D01) 陳寶昕(1D02) 葉靜然(1D09) 

林巧恩(1D14) 林嘉俊(1D15) 吳玉婷(1D27) 黃宇希(1D33) 嚴煒揚(1D36) 葉兆豪(1D37) 

袁雅儀(1D38)  

中二級：鍾詠琪(2A07) 郭家榮(2A12) 李雪怡(2A16) 梁芷澄(2A17) 蘇雋傑(2A27) 陳潤鈴(2B03) 

周家俊(2B05) 關偉樂(2B09) 章嘉源(2C06) 周兆聰(2C09) 何晴煒(2C11) 劉展華(2C13) 

李穎鈺(2C18) 呂思明(2C20) 陸嘉俊(2C21) 譚佩君(2C27) 曾珮淇(2C29) 黃樂瑤(2C36) 

王子維(2C37) 區民傑(2D01) 蔡敏珩(2D09) 梁穎怡(2D20) 麥嘉琳(2D25) 譚凱鍵(2D31) 

溫嘉兒(2D33) 蔡俊軒(2E06) 梁穎琪(2E18) 練家享(2E19) 鄧慧霖(2E26) 徐慧釗(2E27) 

楊蕙因(2E36) 翁文澄(2E38)  

中三級：陳金駿(3A02) 朱傑羚(3A09) 殷慧珊(3A35) 楊煒琳(3A36) 張日新(3B13) 馮小玲(3B16) 

劉穎琪(3B22) 李懿珩(3B27) 潘望瀧(3B33) 歐穎婷(3C01) 陳嘉尹(3C04) 陳詩儒(3C06) 

詹穎琳(3C10) 范舒琪(3C11) 林敬恩(3C16) 羅光華(3C19) 羅煥銦(3C20) 梁民樂(3C22) 

馬潔明(3C24) 文泳妍(3C26) 莫慧琳(3C27) 彭樂彤(3C30) 冼飛燕(3C31) 謝煥兒(3C35) 

嚴泳(3C39)  陳卓盈(3D01) 周綺程(3D06) 鍾孝良(3D07) 林怡廷(3D15) 李樂怡(3D20) 

李婷婷(3D21) 曾德軒(3D28) 謝啟謙(3D29) 黃友福(3D33) 陳芷欣(3E05) 陳偉華(3E06) 

鍾詠茵(3E09) 葉俊賢(3E12) 葉慧賢(3E13) 高祥鵬(3E14) 劉思賢(3E16) 李敏棋(3E22) 

李宝薏(3E23) 潘明生(3E30) 鄧楚潼(3E32) 徐倩怡(3E33) 王菲(3E35)  

中四級：林凱璇(4A21) 梁業豐(4A24) 陳家樂(4B01) 陳南慧(4B04) 張嘉權(4B10) 朱珮晴(4B12) 

黎詠詩(4B18) 李慧儀(4B21) 梁嘉雯(4B22) 廖敏宇(4B24) 馬詠珊(4B28) 謝文偉(4B35) 

陳學賢(4C01) 羅亦成(4C16) 胡凱瑩(4C24) 楊詠愉(4C25) 葉天峰(4D13) 潘慧棋(4D28) 

黃楚喬(4D35) 鄭家蕙(4E04) 鍾麗娟(4E08) 李佩瑜(4E16) 曾慶瑤(4E29) 邱明珠(4E38) 

葉錦詩(4E40)  

中五級：陳君睿(5A03) 陳欣儀(5B04) 甘卓濡(5B16) 廖栢詠(5B26) 黃俊彥(5C30) 陳美榆(5D02) 

張紫瑩(5D10) 袁綺雯(5D40) 鄭銘忻(5E06) 何英揚(5E12) 曾嘉慧(5E34) 袁樂衡(5E37) 

中六級：張昊朗(6A08) 張芷穎(6A10) 冼穎芝(6A32) 江鏡棠(6B13) 郭婷婷(6B14) 彭錦騫(6B24) 

黃栩蔚(6B33) 胡穎琪(6B38) 楊皓晴(6B39) 陳靜恩(6C01) 陳思彤(6C02) 區曉然(6D02) 

傅家康(6D10) 林翠琪(6D12) 梁楚翹(6D20) 吳穎(6D27)  唐綺琪(6D31) 李洛怡(6E22) 

李萬祺(6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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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七級：劉愉康(7A18) 潘智玲(7A24) 蘇美琪(7A26) 黃可圖(7A28) 黃文聰(7A29) 陳穎樟(7S01) 

鄭柱強(7S03) 張淑儀(7S04) 張浚琛(7S05) 蔡楚航(7S07) 莊展鈞(7S08) 黎廣柱(7S10) 

羅偉強(7S13) 梁穎儀(7S17) 梁依玲(7S18) 莫文韜(7S22) 吳根雄(7S24) 譚佩盈(7S28)  

家教會最佳學業進步獎： 

中一級：莫子謙(1C17)  

中二級：梁芷澄(2A17)  

中三級：鍾詠茵(3E09)  

中四級：黃楚喬(4D35)  

中五級：袁綺雯(5D40)  

中六級：江鏡棠(6B13) 

中七級：陳穎樟(7S01)  

 

19. 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 

中一級：胡芷芊(1A38) 謝婷仿(1B32) 羅嘉豪(1D21) 何緯軒(1C10)  

中二級：趙東宝(2C07) 鄧佩琪(2A28) 鄧慧霖(2E26) 鍾詠思(2D11) 關煒樂(2B09)  

中三級：黎咏媛(3A13) 蔡穎晴(3B14) 林敬恩(3C16) 莫梓鏗(3E27) 余家健(3D36)  

中四級：陳南慧(4B04) 羅亦成(4C16) 曾詠珊(4E31) 巫嘉浩(4A28) 劉嘉敏(4D23)  

中五級：陳欣儀(5B04) 余德雄(5A38) 郭文婷(5E14) 蔡麗娟(5C05) 張熾盛(5D07) 

中六級：陳建寧(6A03) 黃佩珊(6B37) 石頌茵(6C21) 吳穎(6D27)  葉鳳怡(6E11) 

中七級：李惠珊(7A21) 張浚琛(7S05)  

 

國際學科評估成績 

英文科 高等優異獎  陳君睿(5A03)    

英文科 優異獎   林澤文(1A13) 呂思明(2C20) 黃靖媛(5C29) 

數學科 高等優異獎  潘家皓(1A29) 林嘉俊(1D15) 劉展華(2C13) 梁文輝(2C15) 劉芷欣(3C18) 

數學科 優異獎   陳承聰(2C02) 章嘉源(2C06) 周兆聰(2C09) 譚靖楠(2C26) 曾珮淇(2C29) 

譚凱鍵(2D31) 練家享(2E19) 陳凱杰(3B06) 張詠琳(3B12) 鄺家和(4A18) 

巫嘉浩(4A28) 黃麒瑋(4A38) 邱俊鋒(4A39) 張嘉權(4B10) 蔡鳳婷(4B11) 

鍾允文(4B13) 李子煒(4B23) 盧衛聰(4B26) 潘望曦(4B29) 沙健林(4B30) 

鄧菀喬(4E27) 盧俊傑(5A25) 黃佩雯(5B36)  

科學科 高等優異獎  劉展華(2C13) 

科學科 優異獎   林溢輝(1A15) 林嘉俊(1D15) 陳承聰(2C02) 譚靖楠(2C26) 曾珮淇(2C29) 

吳錦澎(2E22) 潘明生(3E30) 房柏匡(4A12) 巫嘉浩(4A28) 邱俊鋒(4A39) 

鍾允文(4B13) 盧衛聰(4B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