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名稱 年級 *班別 學科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丁 中國語文 莊曉彤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中國語文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中國語文 梁曼靖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中國語文 張淏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中國語文 雷泳嫦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丙 英國語文 張竣皓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丙 英國語文 亞新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英國語文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乙 英國語文 洪智恒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英國語文 陳言嘉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丁 數學 蕭可盈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數學 羅家城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數學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數學 勞健成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數學 鄺達昌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數學(延伸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林瑞堋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數學(延伸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魏梓麟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通識教育 周林樂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通識教育 盧銘恩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通識教育 傅鑫偉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經濟 吳彥霆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經濟 羅楚雯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經濟 黃俊熹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生物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生物 陸曉晴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生物 傅鑫偉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物理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物理 林瑞堋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物理 譚怡明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化學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化學 林瑞堋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化學 傅鑫偉

全年學科獎 中一 甲 中國歷史 蘇晞琳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中國歷史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中國歷史 簡浩霖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中國歷史 陸曉晴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乙 中國歷史 吳紫帆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乙 綜合人文 吳嘉韻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綜合人文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地理 簡浩霖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地理 羅嘉瑩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地理 鄺達昌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譚柏燊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乙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吳紫帆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基本商業 符彤茵 

全年學科獎 中四 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張咏茵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周樂琳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旅遊與款待 羅嘉瑩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旅遊與款待 鄺達昌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丁 綜合科學 黃建豪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綜合科學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一 甲 體育 楊子炫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體育 羅淇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丙 體育 李梓軒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體育 施頌旻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體育 麥智冲

全年學科獎 中四 甲 體育文憑 符居瑋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乙 體育文憑 倪耀鴻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乙 音樂 馬善珩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音樂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音樂 鄧慧芳

全年學科獎 中四 甲 音樂 張咏茵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丙 音樂 林綽盈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乙 倫理與宗教 馬善珩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倫理與宗教 曹倩彤



全年學科獎 中三 丁 倫理與宗教 鄧慧芳

全年學科獎 中四 丙 倫理與宗教 徐嘉燁

全年學科獎 中五 乙 倫理與宗教 吳紫帆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丁 視藝 蕭可盈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丁 視藝 張嘉晴

全年學科獎 中一 丁 普通電腦 蕭可盈

全年學科獎 中二 丙 普通電腦 盧曉峰

最佳品行獎 中一 乙 最佳品行獎 馬善珩

最佳品行獎 中二 丁 最佳品行獎 曹倩彤

最佳品行獎 中三 丙 最佳品行獎 周林樂

最佳品行獎 中四 丙 最佳品行獎 徐嘉燁

最佳品行獎 中五 乙 最佳品行獎 吳紫帆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 甲 青苗學界進步獎 陳爾迅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 乙 青苗學界進步獎 庄浩賢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 丙 青苗學界進步獎 曾寬悅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 丁 青苗學界進步獎 黃瑋坤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二 甲 青苗學界進步獎 劉樂瑤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二 乙 青苗學界進步獎 陳詠心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二 丙 青苗學界進步獎 張政軒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二 丁 青苗學界進步獎 羅淇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三 甲 青苗學界進步獎 梅筠翎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三 乙 青苗學界進步獎 黃錫堃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三 丙 青苗學界進步獎 鄧紹夫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三 丁 青苗學界進步獎 簡浩霖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四 甲 青苗學界進步獎 蔡詠而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四 乙 青苗學界進步獎 嚴夏雨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四 丙 青苗學界進步獎 譚柏燊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五 甲 青苗學界進步獎 劉浩賢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五 乙 青苗學界進步獎 關凱俊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五 丙 青苗學界進步獎 譚駿毅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五 丁 青苗學界進步獎 取消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中一 丁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蕭可盈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中一 乙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馬善珩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中一 丁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黃建豪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中二 丁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曹倩彤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中二 丁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羅家城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中二 丁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郭娓言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中三 丙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符彤茵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中三 丁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麥嘉玲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中三 丁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趙玥涵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中四 丙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盧銘恩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中四 丙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陸曉晴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中四 丙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羅楚雯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中五 丙 學業成績獎〈第一名〉 傅鑫偉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中五 丙 學業成績獎〈第二名〉 黃俊熹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中五 丙 學業成績獎〈第三名〉 雷泳嫦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中一 丁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莊曉彤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中二 丁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陳紀欣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中三 丙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符彤茵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中四 丙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陸曉晴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中五 丙 李福慶學業成績獎 雷泳嫦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一 甲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學業成績) 陳爾迅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二 甲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學業成績) 何嘉希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三 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學業成績) 李佳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四 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學業成績) 李婉婷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五 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學業成績) 陳晴晴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一 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操行) 司徒麗盈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二 甲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操行) 鄭梓峯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三 甲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操行) 潘宇陽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四 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操行) 林彩儀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中五 丙 家長教師會最顯著進步獎(操行) 陳敬樂



鄭佑昌數學獎 中一 乙 鄭佑昌數學獎 馬善珩

鄭佑昌數學獎 中二 丁 鄭佑昌數學獎 曹倩彤

鄭佑昌數學獎 中三 丁 鄭佑昌數學獎 麥嘉玲

鄭佑昌數學獎 中四 丙 鄭佑昌數學獎 朱思琳

鄭佑昌數學獎 中五 丙 鄭佑昌數學獎 傅鑫偉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中三 丁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陳靜文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中三 丁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鄧慧芳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中三 丁 聖十架堂最值得表揚團友獎 黃暉茱

港京扶輪社傑出服務表現獎學金 中五 乙 港京扶輪社傑出服務表現獎學金 黃蔚瑩

港京扶輪社傑出服務表現獎學金 港京扶輪社傑出服務表現獎學金 取消

李福慶音樂年獎 中五 丙 李福慶音樂年獎 林綽盈

領袖生服務獎 領袖生服務獎 取消

領袖生服務獎 領袖生服務獎 取消

領袖生服務獎 領袖生服務獎 取消

領袖生服務獎 領袖生服務獎 取消

領袖生服務獎 領袖生服務獎 取消

學生會服務獎 學生會服務獎 取消

學生會服務獎 學生會服務獎 取消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初中) 中一 乙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初中) 馬善珩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初中) 中二 丁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初中) 曹倩彤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高中) 中四 丙 聖本德校友會獎學金(高中) 徐嘉燁

黃兆焯獎座 黃兆焯獎座 取消

黃兆焯獎座 黃兆焯獎座 取消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三 丁 優秀學生(初中組) 麥嘉玲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三 丁 社會服務獎 麥嘉玲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五 丙 傑出學生(高中組) 羅斯鏝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五 丙 傑出學生(高中組) 雷泳嫦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一 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黎佩林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一 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吳嘉韻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一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吳頌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一 丁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蕭可盈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二 甲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侯嘉豪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二 甲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劉樂瑤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二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亞新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二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梁焯鈞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三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周林樂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三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鄧紹夫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三 丁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麥嘉玲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三 丁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布家榮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四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羅嘉瑩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四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譚柏燊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四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尹敬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四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朱思琳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五 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吳紫帆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五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鄺達昌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五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柯錦櫻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中五 丙 基督教瑞恩基金(學業進步獎) 黃俊熹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一 甲 金禧校慶獎學金 畢皚彤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一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曹倩彤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二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李梓軒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二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黃暉茱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三 乙 金禧校慶獎學金 張咏茵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三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徐嘉燁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四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羅斯鏝

金禧校慶獎學金1920 中四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范耀丰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一 乙 金禧校慶獎學金 馬善珩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一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吳頌謙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二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曹倩彤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二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梁凱晴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三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麥嘉玲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三 丁 金禧校慶獎學金 鄧慧芳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四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徐嘉燁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四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羅楚雯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五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傅鑫偉

金禧校慶獎學金2021 中五 丙 金禧校慶獎學金 雷泳嫦

榮譽獎章金章 1A 雷焯炫

1B 馬善珩

2D 曹倩彤

2D 郭娓言

2D 梁凱晴

3D 陳靜文

3D 鄧慧芳

5C 雷泳嫦

5C 李嘉恩

5C 羅斯鏝

榮譽獎章銀章 1A 蘇晞琳

1C 何啟華

1C 吳頌謙

1D 蕭可盈

2D 陳培熙

3A 葉咏怡

3B 鄧巧靜

3B 鄧凱盈

3D 黃暉茱

4C 吳芷晴

4C 甄曉華

5C 姚靖藍

課外活動校友盾 1920暫停，2021暫停

教師獎勵計劃 教學表現 呂捷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教學表現 呂偉倫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教學表現 吳嘉敏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教學表現 何珮明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班主任工作 敖穎祺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班主任工作 王婉儀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功能委員會工作 蕭榮漢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功能委員會工作 孔任熙助理校長

教師獎勵計劃 功能委員會工作 黃麗霞老師

教師獎勵計劃 課外活動工作 2021取消

教師獎勵計劃 課外活動工作 2021取消

品德及公民教育週會最受學生喜愛的短講 陳錦紅老師

品德及公民教育週會最受學生喜愛的短講 蔡美鳳老師

最受歡迎老師推薦好書 黃麗霞老師

游家慧老師

呂保光助理校

吳庭匡老師

敖穎祺老師

陳俊雄老師

梁可欣老師

畢綺青老師

品公課程最優秀設計獎 初中 曾浩彬老師



初中 吳庭匡老師

初中 盧敬薇副校長

高中 王婉儀老師

高中 陳凱茵老師

高中 孔任熙助理校長

高中 黃玲梨老師

高中 吳嘉敏老師

最值得表揚教師獎 學生投票 黃麗霞老師

崔銘祐老師

敖穎祺老師

吳鏡棠老師

陳錦紅老師

最值得表揚教師獎 老師投票 朱懋梵老師

蕭榮漢老師

 陳熙棠老師

敖穎祺老師

林孝雯老師

黃麗霞老師

家長也敬師運動 家長也敬師運動 全體老師

「乃役於人」獎學金 中三 甲 「乃役於人」獎學金 葉咏怡

「乃役於人」獎學金 中五 丙 「乃役於人」獎學金 林善彤

「奮發圖強」獎學金(初中) 中三 乙 「奮發圖強」獎學金 李佳怡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結他獨奏 – 中級組) 5C 銅獎 林綽盈

粵港澳大灣區學界音樂大賽2021(歌唱比賽（合唱）) 5C 亞軍 (香港區) 林綽盈

漢語聖經協會「信有明天」2021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中一至中三組二人對誦廣 2D 梁凱晴

2D 曹倩彤

學校組中四至中六組二人對誦廣東話 4C 甄曉華

4C 徐嘉燁

學校組中一至中三組獨誦廣東話 3D 季軍 鄧慧芳

學校組中四至中六組獨誦普通話 4C 優異獎 張淏

東九龍

香港女童軍總會 全港隊伍 第50女童軍隊

全港隊伍最高服務時數獎2020 最高服務時數獎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香港女童軍總會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5C 隊伍優秀女童軍 雷泳嫦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2020 5C 優秀學生 羅斯鏝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B 季軍 葉錦然

粵語散文朗誦 2B 優良 陳詠心

2C 優良 陳爾桐

2C 優良 畢皚彤

粵語詩詞獨誦 1A 優良 黃靖傜

歌詞朗誦 5C 季軍 林善彤

6D 優良 梁詩韻

基督教經文朗誦 3D 優良 陳靜文

3D 優良 鄧慧芳

二人朗誦 4A 優良 張咏茵

4C 優良 甄曉華

上游獎學金 3C 符彤茵

4C 張淏

5C 雷泳嫦

第32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廣泛閱讀組中文組初級組冠軍 2D 曹倩彤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20-2021 5C 獎狀 范耀丰

冠軍

冠軍



2020-2021年度閱讀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A 金獎 黃靖傜

1D 銀獎 李樂怡

1A 銅獎 陳俊霖

1A 銅獎 陳厚達

1A 銅獎 陳爾迅

1A 銅獎 陳煐焯

1A 銅獎 成意

1A 銅獎 劉鉅銘

1A 銅獎 梁進偉

1A 銅獎 林曉晴

1A 銅獎 雷焯炫

1A 銅獎 馬耀文

1A 銅獎 蘇晞琳

1A 銅獎 王嘉樂

1A 銅獎 楊子炫

1A 銅獎 嚴尚威

1A 銅獎 方志健

2D 銅獎 陳紀欣

2D 銅獎 陳培熙

2D 銅獎 陳綽熙

2D 銅獎 張嘉晴

2D 銅獎 曹倩彤

2D 銅獎 周裕琳

2D 銅獎 何慧美

2D 銅獎 許雯雯

2D 銅獎 郭娓言

2D 銅獎 黎添寧

2D 銅獎 劉卓然

2D 銅獎 羅淇

2D 銅獎 梁凱晴

2D 銅獎 李芷澄

2D 銅獎 羅家城

2D 銅獎 湯嘉慧

2D 銅獎 黃樂怡

2D 銅獎 黃芷晴

2D 銅獎 黃泳琳

2D 銅獎 謝富麟

2D 銅獎 楊欣蕾

2D 銅獎 袁銳韜

1C 親子閱讀 何啟華

1B 借閱數量最高獎 庄浩賢

1B 借閱數量最高獎 馮宇軒

1B 借閱數量最高獎 歐陽天

1B 借閱數量最高獎 蔡富寶

1C 借閱數量最高獎 廖子樂

1D 借閱數量最高獎 李樂怡

2D 借閱數量最高獎 袁銳韜

2D 借閱數量最高獎 羅家城

2D 借閱數量最高獎 張嘉晴

5A 借閱數量最高獎 陳子謙

3C e閱讀(初中) 鄭婉琪

1D e閱讀(初中) 張栢軒

1D e閱讀(初中) 莊曉彤

2A e閱讀(初中) 鄭琬淇

2C e閱讀(初中) 陳爾桐

3C e閱讀(初中) 符彤茵

2D e閱讀(初中) 何慧美

1C e閱讀(初中) 麥圳偉

1C e閱讀(初中) 謝浩樺

1C e閱讀(初中) 曾寬悅

5C e閱讀(高中) 麥智冲

5C e閱讀(高中) 周樂琳



5C e閱讀(高中) 林俊昇

4C e閱讀(高中) 譚柏燊

4C e閱讀(高中) 羅嘉瑩

5C e閱讀(高中) 鄺達昌

5B e閱讀(高中) 盧安怡

4A e閱讀(高中) 王詩惟

4A e閱讀(高中) 陳柏諺

4C e閱讀(高中) 賴翔瑋

年度級際閱讀比賽 1A

年度級際閱讀比賽 1C

年度級際閱讀比賽 2D

年度級際閱讀比賽 3A

營」小廚神全港中小學生烹飪比賽2021 5C 有「營」創意食譜獎 黃銘芯

5C 有「營」創意食譜獎 吳志濤

5C 有「營」創意食譜獎 周樂琳

5C 有「營」創意食譜獎 陳敬樂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5C  最顯著進步獎（中學組） 林綽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