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禮 李柔美

五禮 黃偉森

六禮 蔡穎豪

中六級第一名 六禮 劉高熙

中六級第二名 六禮 李婉盈

中六級第三名 六禮 熊嘉欣

傑出服務奬 (初中級) 三禮 周倬盈

五禮 李鈺瑤

五禮 冼紫晴

五勤 陳凱琳

五勤 黃焯琳

二愛 徐芷琪

三愛 鄭珮凝

三善 林普茵

五善 潘彥渟

五誠 陳樂如

五誠 李雪游

一愛 譚庭恩

三禮 黃琬茜

三禮 陳顯璋

四勤 劉康妮

五禮 曾迅乘

一善 馬依楠

一善 余曉琳

四禮 許樂瑤

四禮 李柔美

中國語文科

通識教育科

中國歷史科

歷史科

英國語文科 六愛 江卓熹

數學科

物理科

化學科

生物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科 六禮 羅慧琪

地理科 六禮 李婉盈

宗教科(基督教) 六誠 李樂韻

數學(延伸課程)科 六禮 黃展楠

經濟科 六愛 梁國琮

視覺藝術科 六善 陳泳如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六誠 李鑑軒

音樂科 六禮 蔡德希

六誠 梁穎琳

六勤 葉左權

應用學習奬學金︰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六善 陳文懿

應用學習奬學金︰健康護理實務 六禮 梁嘉慧

四禮 李柔美

五禮 李鈺瑤

教育局及羅氏慈善基金

應用學習奬學金(2018/19學年)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金2020

何建宗教授傑出環保學生獎

初中級

高中級

伍宜孫慈善基金獎學金

中六級 各科全級第一名

六禮 劉高熙

六禮 麥栢樺

六禮 黃健偉

體育科

大學浸信會獎學金

英汝興多元學習獎勵計劃

傑出服務奬 (高中級)

傑出運動員奬 (初中級)

傑出運動員奬 (高中級)

傑出藝術表現奬 (初中級)

傑出藝術表現奬 (高中級)

浸 信 會 永 隆 中 學
第 二 十 三 屆 畢 業 典 禮

二零一九至二零二零年獲獎學生名單

香港浸信會聯會獎學金 傑出學生奬

六禮 劉高熙

尤德爵士紀念基金 高中學生獎



中國語文科 六善 張嘉寶

六禮 劉高熙

資訊及通訊科技

數學科

六禮 黃健偉

六禮 李婉盈

中國歷史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科 六禮 陳倩瑜

化學科

地理科

歷史科 六禮 呂礎希

物理科 六禮 梁永晞

經濟科 六禮 李子倫

生物科 六禮 黃展楠

六愛 黎樂樺

六禮 彭彩晴

六善 劉曉晴

六善 李嘉彥

六誠 范芷瑚

六勤 梁淑敏

六愛 羅梓真

六愛 李佳軒

六誠 陳樂然

中國語文科 六善 陳泳如

數學科

化學科

中國歷史科 六勤 陳詩穎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科 六禮 曾映曈

地理科 六誠 蔡家怡

歷史科 六禮 熊嘉欣

六禮 温天悅

資訊及通訊科技

生物科

經濟科

體育科 六誠 劉浩天

中六級 各科全級第三名

操行優異獎

陳彥希(六愛)  羅梓真(六愛)  陳胤希(六愛)  江卓熹(六愛)  黎  洛(六愛)  黎樂樺(六愛)

張浩文(四善)  劉凱瑩(四禮)  李曉燃(五愛)  黃敏怡(五善)  林穎聰(五禮) 

 伍泳心(五誠)  何芯頤(六愛)  張慧英(六善)  羅天佑(六禮)  余靄澦(六誠)  鄧洛希(六勤)

青苗基金

青苗學界進步奬2018-2019

潘慧琪(二愛)  潘俊榮(二愛)  楊靖欣(二誠)  馮俊斌(二誠)  陳漪樺(三善) 

 薛欣怡(三禮)  何智軒(三禮)  方喆潤(三誠)  吳梓齊(四愛)  陳智傑(四善)  

 中六級 各科全級第二名

英國語文科

六誠 馮樂然

六禮

視覺藝術科

音樂科

宗教科(基督教)

體育科

黃擇希

數學(延伸課程)科

通識教育科

六禮 熊嘉欣

六禮 楊嘉璇

六禮 黃展楠

物理科

六禮 蔡德希

六禮 蔡穎豪

品學優異獎

萬智恒(六愛)  王嘉駿(六愛)  鄭俊鵬(六愛)  陳文懿(六善)  張勵銨(六善)  葉芷澄(六善)

蕭卓謙(六善)  陳倩雯(六禮)  林錦琳(六禮)  蔡德希(六禮)  何禮謙(六禮)  梁永晞(六禮)

羅天佑(六禮)  葉亮發(六禮)  李諾晴(六誠)  梁凱蕾(六誠)  梁穎琳(六誠)  李凱琳(六誠)

徐銘穗(六誠)  張碩軒(六誠)  馮樂然(六誠)  梁智宏(六誠)  藍雅頤(六勤)  梁綽允(六勤)

梁淑敏(六勤)  梁穎欣(六勤)  麥穎彤(六勤)  張宗智(六勤)  葉曉楠(六勤)

熊嘉欣(六禮)  李婉盈(六禮)  楊嘉璇(六禮)  劉高熙(六禮)  呂礎希(六禮)  黃健偉(六禮)

品學良好獎

范雲宇(六愛)  陳倩瑜(六禮)  彭彩晴(六禮)  曾映曈(六禮)  温天悅(六禮)

王祈嗣(六禮)  蔡穎豪(六禮)  李子倫(六禮)  黃展楠(六禮)  陳詩穎(六勤)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初中組) 二禮 林逸森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高中組) 五禮 黃偉森

哈佛圖書獎冠軍 五禮 冼紫晴

哈佛圖書獎亞軍 五誠 劉俊熙

哈佛圖書獎季軍 五善 馮嘉威

初中組 三善 陳漪樺

高中組 六禮 葉亮發

進步奬(義工服務) 五禮 冼紫晴

五善 潘彥渟

五勤 陳凱琳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9年度關愛校園獎勵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10000小時服務奬

義務工作嘉許狀(團體)金狀

二禮 嚴小莉

五禮 周  正

五禮 曾迅乘

六誠 蔡家怡

六誠 李樂韻

六勤 梁淑敏

四誠 陳綠媛

六誠 李凱琳

良好品德獎 四善 張倩怡

女子詩詞獨誦(中五級)冠軍 五禮 陳楚怡

女子詩詞獨誦(中五級)優良獎狀 五愛 周文熙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朗誦朗誦比賽(普通話組)
詩詞獨誦(中一、中二級)良好奬狀 一禮 歐陽佩佩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朗誦比賽 (英文組)

陳瞬颻(五誠)  彭穎琛(五誠)  李泳珊(五誠)  關卓瑜(五勤)  郭浩然(五勤)  梁家俊(五勤)

陳彥希(六愛)  鄭凱橋(六愛)  何芯頤(六愛)  李詠詩(六愛)  李嘉彥(六善)  劉弘曆(六善)

熊嘉欣(六禮)  林錦琳(六禮)  李婉盈(六禮)  彭彩晴(六禮)  曾映曈(六禮)  楊嘉璇(六禮)

羅天佑(六禮)  呂礎希(六禮)  葉亮發(六禮)  李諾晴(六誠)  李凱琳(六誠)  梁智宏(六誠)  梁淑敏(六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年綜合服務中心

"Super Teen"好學生獎勵計劃2019

卓越成績獎

優越體藝獎

積極服務獎

 銅狀(服務達50小時)

曾顥賢(二愛)  周芓彤(二禮)  王思凱(三善)  黃卓加(三禮)  何苡晴(三誠)  周曉琪(四愛)

梁凱茵(四愛)  陳嘉美(四善)  張倩怡(四善)  劉芷欣(四善)  劉沛琦(四善)  張浩文(四善)

王梓燁(四善)  陳惠思(四禮)  許瀅瀅(四禮)  袁千晴(四禮)  袁千嵐(四禮)  鄺皓進(四禮)

彭珈琳(四誠)  潘鴻文(四誠)  吳采盈(四勤)  蔡潁軒(四勤)  沈謙佑(四勤)  陳淑君(五善)

吳鍶珩(五善)  李承軒(五善)  蔡承昆(五善)  陳楚怡(五禮)  謝杏薇(五禮)  林穎聰(五禮)

社會福利署 義工運動2019 義務工作嘉許狀(個人)

金狀(服務達200小時)

黃焯琳(五勤)

 銀狀(服務達100小時)

陸卿怡(四禮)  梁弘軒(四禮)  陳綠媛(四誠)  嚴  浩(四誠)  王宥竣(五善)

袁瑋程(五善)  曹樂敏(五禮)  李鈺瑤(五禮)  冼紫晴(五禮)  李毅恆(五誠)  陳凱琳(五勤)

義務工作嘉許狀(小組)銀狀

義工服務時數達600小時

社職員

 生命特工隊

義務工作嘉許狀(小組)銅狀

義工服務時數達300小時

專業特工隊

永隆大使

紅十字會

 學生小組團契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禮好少年」選舉2019-2020

杜葉錫恩教育基金

「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年進步奬」 嘉許獎(義工服務)

社會福利署 義工運動2019

浸信會永隆中學

浸信會永隆中學

義務工作嘉許狀(小組)金狀

義工服務時數達1000小時

領袖生

 青年加FUN 站

 圖書館管理員

浸信會永隆中學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20哈佛圖書獎



男子甲組50米碟泳冠軍

男子甲組50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乙組100米背泳季軍

男子乙組50米背泳殿軍

五誠 范鈞然

五誠 陳  正

五勤 彭煒棠

六誠 郭志晞

二善 林劻澤

三誠 林梓軒

三誠 吳卓言

四善 麥燊庭

女子甲組50米自由泳冠軍

女子甲組50米蝶泳亞軍

女子乙組100米自由泳冠軍

女子乙組50米自由泳冠軍

女子乙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女子乙組50米自由泳亞軍

女子丙組200米個人四式冠軍

女子丙組50米背泳季軍

女子丙組50米背泳冠軍

女子丙組100米背泳亞軍

一誠 余學微

二禮 鄭智恩

二禮 盧曉柔

二誠 盧楚楚

女子乙組團體殿軍

邱勵融(二禮)  李樂林(二誠)  陳雯筠(三愛)  鄭珮凝(三愛)

蘇靖童(三愛)  吳秀鈴(三善)  周欣童(三誠)  鍾  懿(三誠)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曾酷賢(四勤)  董浩泓(五愛)  李嘉熙(五愛)  陳  正(五誠)

江卓熹(六愛)  劉浩天(六誠)  陳俊兆(六勤)  葉左權(六勤)

男子丙組團體第七名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續)

六誠

楊承憲(二愛)  余嘉軒(二愛)  陳卓鋒(二善)  林逸森(二禮)  王家鋮(二誠)

女子甲組團體亞軍

湯凱喬(一誠)  林普茵(三善)  陳芷晴(五愛)  潘彥渟(五善)

陳樂如(五誠)  李雪游(五誠) 羅梓真(六愛)  高嘉彤(六愛)

陳文懿(六善)  陳樂然(六誠) 梁穎琳(六誠)

女子丙組團體亞軍

吳卓霖(一禮)  余學微(一誠)  鄭智恩(二禮)

盧曉柔(二禮)  盧楚楚(二誠)

女子乙組團體第六名

劉子瑩(三善)  彭珮慈(四誠)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劉子瑩

女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力冠軍

李海釗(一愛)  利嘉爵(一愛)  王培道(一愛)  趙梓朗(一禮)  周浩楠(一禮)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殿軍

林劻澤(二善)  林梓軒(三誠)  吳卓言(三誠)

馬賀浚(四愛)  麥燊庭(四善)

男子甲組團體第六名

范鈞然(五誠)  陳  正(五誠)  彭煒棠(五勤)  郭志晞(六誠)

許瀅瀅(四禮)  李晶晶(四禮)  彭珮慈(四誠)

女子丙組團體亞軍

葉嘉寶(一愛)  萬欣童(一善)  邱祖恩(一善)  張詠喬(一禮)

徐芷琪(二愛)  姜海熒(二善)  洪婉晴(二善)  陳艷姿(二誠)

胡堡淇(二誠)  盧楚楚(二誠)  楊靖欣(二誠)

郭志晞

四善 麥燊庭

男子甲組4x50米自由泳接力季軍

男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力季軍

三善 林普茵

三善

四誠 彭珮慈

一誠 余學微

二禮 鄭智恩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男子甲組110米跨欄季軍

男子甲組100米第四名 四勤 曾酷賢

四勤 曾酷賢

五愛 董浩泓

五誠 陳  正

六誠 劉浩天

男子乙組100米跨欄亞軍 四善 張浩文

男子乙組鐵餅季軍 三禮 嚴旨城

男子丙組400米季軍 一禮 趙梓朗

男子丙組跳遠第四名 二愛 楊承憲

一禮 趙梓朗

一禮 周浩楠

二愛 楊承憲

二善 陳卓鋒

女子甲組跳高亞軍 六善 陳文懿

女子甲組跳遠季軍

女子甲組800米季軍

女子甲組100米第四名 六誠 梁穎琳

女子甲組400米第四名

女子甲組800米第四名

三善 林普茵

五善 潘彥渟

五誠 李雪游

六愛 羅梓真

六誠 梁穎琳

女子乙組200米冠軍

女子乙組400米冠軍

三愛 鄭珮凝

三善 吳秀鈴

四禮 許瀅瀅

四禮 李晶晶

四誠 彭珮慈

女子丙組1500米冠軍

女子丙組800米季軍

女子丙組1500米第四名

女子丙組800米第四名

二愛 徐芷琪

二善 姜海熒

二誠 陳艷姿

二誠 胡堡淇

二誠 盧楚楚

二誠 楊靖欣

一愛 葉嘉寶

一善 萬欣童

一善 邱祖恩

一禮 張詠喬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續)

五誠 陳  正

男子甲組4x100米接力亞軍

男子丙組4x400米接力第四名

五善 潘彥渟

三善 林普茵

女子甲組4x400米冠軍

女子丙組4x400米季軍

女子丙組4x100米第四名

三愛 鄭珮凝

女子乙組4x400米季軍

二愛 徐芷琪

二誠 陳艷姿



男子甲組個人第六名 五愛 李嘉熙

女子甲組個人亞軍 五善 潘彥渟

女子甲組個人季軍 五誠 李雪游

女子甲組個人第五名 三善 林普茵

女子甲組個人第六名 六愛 羅梓真

女子乙組個人第十名 二誠 楊靖欣

女子丙組個人冠軍 二愛 徐芷琪

女子丙組個人亞軍 二誠 陳艷姿

香港紅十字會2018-2019傑出青年團比賽 傑出表現團隊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香港綠色機構認證 減廢證書-卓越級別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三星級「綠得開心學校」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續)

浸信會永隆中學

浸信會永隆中學

徐芷琪(二愛)  姜海熒(二善)   陳艷姿(二誠)

胡堡淇(二誠)  盧楚楚(二誠)   楊靖欣(二誠)

湯凱喬(一誠)  林普茵(三善)  江亦喬(四禮)

潘彥渟(五善)  李雪游(五誠)  羅梓真(六愛)

女子乙組團體季軍

邱勵融(二禮)  李樂林(二誠)  鄭珮凝(三愛)

吳秀鈴(三善)  許瀅瀅(四禮)  李晶晶(四禮)

女子丙組團體冠軍

湯凱喬(一誠)  徐芷琪(二愛)  姜海熒(二善)  邱勵融(二禮)

陳艷姿(二誠)  胡堡淇(二誠)  李樂林(二誠)  盧楚楚(二誠)

楊靖欣(二誠)  鄭珮凝(三愛)  林普茵(三善)  吳秀鈴(三善)

許瀅瀅(四禮)  江亦喬(四禮)  李晶晶(四禮)  潘彥渟(五善)

李雪游(五誠)    羅梓真(六愛)

女子甲組團體冠軍

吳文港(二禮)  李盈豐(三愛)  劉倬希(三誠)

周頌衡(四勤)  施宇靖(四勤)

男子丙組團體第五名

王培道(一愛)  趙梓朗(一禮)  周浩楠(一禮)

梁卓罡(一禮)  余嘉軒(二愛)  陳卓鋒(二善)

女子全場總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梁子慶(五愛)  李嘉熙(五愛)  羅鼎堯(五善)

彭彥博(五誠)  劉浩天(六誠)  葉左權(六勤)

男子乙組團體第八名

紅十字青年團第206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