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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進場  （全體觀禮人士請起立）

奏國歌  （全體肅立）

典禮儀式開始 
校董會主席致辭–校監朱松勝BBS1. 
主禮嘉賓致辭–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 
　　　　　　　 九龍工作部林武部長
校務報告–鄭智賢校長3. 
致送主禮嘉賓紀念品4. 
授憑5. 
頒發學生校內獎項6. 

頒發學生校外獎項7. 

制服團隊結業禮8. 
畢業生代表麥思漫同學致謝辭9. 
節目表演 - 綜合音樂嘉年華：「忌廉」化妝10. 
禮成11. 

主禮嘉賓離開會場  （全體觀禮人士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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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ze-giving Ceremony& Prize-giv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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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度畢業暨頒獎典禮各獎項獲獎名單

學生獎勵計劃金獎 
6A 陳琮忻 6A 唐懿德 6A 梁漢森 6A 蔡子珩 6A 文曉琳 6A 周建威
6A 盧淑儀 6A 龍瑞英 6A 符俊勇 6A 方道瑩 6A 葉德惠 6A 張綺雲
4C 袁淨賢 4C 林銀芳 3B 馬巧琳

中五及中七學科優異成績獎 
中國語文　5C 任嘉寶　7A 黃柱錠　　　 附加數學　5C 包張龍 
英國語文　5B 周潔瑜　7A 林樂祺　　　 數學　　　5C 陳潤玲 
中國歷史　5B 譚日勇　7A 梁煒欣　　　 生物　　　5C 陳潤玲
地理　　　5B 譚日勇　7A 梁煒欣　　　 物理　　　5C 任嘉寶　7A 曾憲銘
歷史　　　5A 劉國華　7A 李沛雯　　　 化學　　　5C 蘇邦泰　7A 曾憲銘
經濟　　　5A 劉國華　7A 梁煒欣　　　 電腦　　　5C 雷威倫
普通話　　5C 任嘉寶   　 純數　　　　　　　　  7A 周安妮
視覺藝術　5C 雷威倫   　 電腦應用　　　　　　  7A 陳曉欣
    

中五文科全級第一　　　  5A 劉國華

中五理科全級第一　　　  5C 任嘉寶

中七全級第一　　　　　  7A 李沛雯

第五十八屆香港朗誦比賽詩詞誦季軍

第五十八屆校際音樂節五級季軍

中學校際才藝創作比賽冠軍

學界跆拳道比賽季軍

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男子乙組隊際亞軍

第二屆「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界田徑比賽男丙最佳運動員

學界田徑比賽男乙最佳運動員

深水埗區健兒賀回歸十周年男子籃球比賽冠軍

深水埗區健兒賀回歸十周年男子足球比賽亞軍

小童群益會深、情社區足球比賽亞軍

「十八區最愛景點」繪畫比賽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冠軍

全港數碼圖像創作(中學組)比賽冠軍

全港步操樂隊錦標賽銀獎

回歸十年 ─ 全港兒童我最喜愛十大香港地標紙模型設計比賽高級個人組季軍

回歸十年 ─ 全港兒童我最喜愛十大香港地標紙模型設計比賽高級小組亞軍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金獎(義工服務達1000小時)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金獎(義工服務達200小時)

畢業生成績優異獎

學生獎勵計劃金獎

訓、輔導組領袖生傑出表現獎

傑出義工服務獎

傑出運動員獎

課外活動傑出表現獎

社際比賽大獎 ── 朱松勝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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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導組領袖生傑出表現獎    6A 關鐥森　6A 梁漢森　6A 唐懿德　6A 鄧兆禧

      　　　 6A 高賜光　6A 蔡子珩　6A 黃映珊

傑出義工服務獎      6A 梁漢森

傑出運動員獎       5B 葉栢勁　1A 許嘉樂

課外活動傑出表現獎      4C 曾家駿　6A 鄧兆禧

社際比賽大獎 ── 朱松勝盾     勇社

第五十八屆香港朗誦比賽詩詞誦季軍   4A 翁婷婷

第五十八屆校際音樂節五級季軍    6A 鄧兆禧

中學校際才藝創作比賽冠軍     1A 江梓熒　2A 鄧詠朗　2A 佘穎思　2A 陳佩兒
       2A 陳詠琪　4A 翁婷婷　4C 曾家駿　4C 何芷欣
       5A 羅亦兒

學界跆拳道比賽季軍         4A 王廣生

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男子乙組隊際亞軍      2C 鄧誌光

第二屆「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 蔡偉瀚

學界田徑比賽男丙最佳運動員       2B 李均健

學界田徑比賽男乙最佳運動員       1C 陳志強

深水埗區健兒賀回歸十周年男子籃球比賽冠軍 

深水埗區健兒賀回歸十周年男子足球比賽亞軍 

小童群益會深、情社區足球比賽亞軍 

「十八區最愛景點」繪畫比賽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冠軍   6A 羅國偉

全港數碼圖像創作(中學組)比賽冠軍      6A 唐懿德

全港步操樂隊錦標賽銀獎 

回歸十年 ─ 全港兒童我最喜愛十大香港地標紙模型設計比賽高級個人組季軍 
         1C 麥東誠

回歸十年 ─ 全港兒童我最喜愛十大香港地標紙模型設計比賽高級小組亞軍 
         2B 龍倩怡　2B 謝卓儀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金獎(義工服務達1000小時) 
         社會事務學會、公益少年團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金獎(義工服務達200小時) 
         3C 胡榮光　4A 陳兆祥　7A 徐紹顏  
         7A 林子進　7A 許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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