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A 杜羽翹 名次獎----第一名 1B 權贇兒 名次獎----第一名 

1A 徐子晉 名次獎----第二名 1B 杜恩琳 名次獎----第二名 

1A 何雨晴 名次獎----第三名 1B 彭敬軒 名次獎----第三名 

1A 杜羽翹 學科獎----中文科 1B 謝焯琳 學科獎----中文科 

1A 杜羽翹 學科獎----英文科 1B 屈旨悠 學科獎----英文科 

1A 杜羽翹 學科獎----數學科 1B 權贇兒 學科獎----數學科 

1A 徐子晉 操行獎 1B 黃麗婷 操行獎 

1A 何朗聞 操行獎 1B 權贇兒 操行獎 

1A 劉樂牽 操行獎 1B 屈旨悠 操行獎 

1A 杜羽翹 操行獎 1B 謝焯琳 操行獎 

1A 陳洛楹 操行獎 1B 李安妮 操行獎 

1A 梁茵兒 操行獎 1B 史皓程 操行獎 

 

1C 沈穎賢 名次獎----第一名 2A 藍雅馨 名次獎----第一名 

1C 劉家燁 名次獎----第二名 2A 李芍藍 名次獎----第二名 

1C 張凱晴 名次獎----第三名 2A 胡溢弦 名次獎----第三名 

1C 沈穎賢 學科獎----中文科 2A 李芍藍 學科獎----中文科 

1C 沈穎賢 學科獎----英文科 2A 藍雅馨 學科獎----英文科 

1C 劉家燁 學科獎----數學科 2A 藍雅馨 學科獎----數學科 

1C 張凱晴 操行獎 2A 何欣南 操行獎 



1C 張柏熹 操行獎 2A 藍雅馨 操行獎 

1C 張睿 操行獎 2A 李炫希 操行獎 

1C 黃靖珀 操行獎 2A 李芍藍 操行獎 

1C 沈穎賢 操行獎 2A 張雨晨 操行獎 

1C 蘇亮銘 操行獎 2A 陳琋珵 操行獎 

 

2B 劉卓軒 名次獎----第一名 2C 陳梓曦 名次獎----第一名 

2B 楊詩琪 名次獎----第二名 2C 鄧樂賢 名次獎----第二名 

2B 黃巧凝 名次獎----第三名 2C 沈樂希 名次獎----第三名 

2B 劉卓軒 學科獎----中文科 2C 沈樂希 學科獎----中文科 

2B 劉卓軒 學科獎----英文科 2C 陳梓曦 學科獎----英文科 

2B 鄧澤鋒 學科獎----數學科 2C 陳梓曦 學科獎----數學科 

2B 劉卓軒 操行獎 2C 陳嘉寶 操行獎 

2B 陳凱喬 操行獎 2C 陳梓曦 操行獎 

2B 楊詩琪 操行獎 2C 甘芷悠 操行獎 

2B 何紫菡 操行獎 2C 沈穎恩 操行獎 

2B 姜翠兒 操行獎 2C 王溢希 操行獎 

2B 甘曉瀅 操行獎 2C 葉雙如 操行獎 

 

3A 潘炳熙 名次獎----第一名 3B 蔡卓凝 名次獎----第一名 



3A 羅綺敏 名次獎----第二名 3B 葉芷晴 名次獎----第二名 

3A 林子婷 名次獎----第三名 3B 孫翊殷 名次獎----第三名 

3A 羅綺敏 學科獎----中文科 3B 蔡卓凝 學科獎----中文科 

3A 潘炳熙 學科獎----英文科 3B 歐芷妍 學科獎----英文科 

3A 潘炳熙 學科獎----數學科 3B 林禹杭 學科獎----數學科 

3A 林子婷 操行獎 3B 羅家惠 操行獎 

3A 劉育錡 操行獎 3B 孫翊殷 操行獎 

3A 羅洛晴 操行獎 3B 王若楠 操行獎 

3A 羅綺敏 操行獎 3B 葉芷晴 操行獎 

3A 鄭穎琳 操行獎 3B 江傲而 操行獎 

3A 潘炳熙 操行獎 3B 蔡卓凝 操行獎 

 

3C 黃耀俊 名次獎----第一名 4A 區永健 名次獎----第一名 

3C 黃熙桐 名次獎----第二名 4A 錢加欣 名次獎----第二名 

3C 蘇若菡 名次獎----第三名 4A 譚景禧 名次獎----第三名 

3C 蘇若菡 學科獎----中文科 4A 區永健 學科獎----中文科 

3C 黃熙桐 學科獎----英文科 4A 區永健 學科獎----英文科 

3C 黃耀俊 學科獎----數學科 4A 方皓陽 學科獎----數學科 

3C 崔睦羽仟 操行獎 4A 區永健 操行獎 

3C 胡若言 操行獎 4A 方皓陽 操行獎 



3C 潘鈺 操行獎 4A 林芊珩 操行獎 

3C 彭凱嵐 操行獎 4A 吳善桐 操行獎 

3C 黃熙桐 操行獎 4A 錢加欣 操行獎 

3C 蘇若菡 操行獎 4A 江芷昕 操行獎 

 

4B 簡以珀 名次獎----第一名 4C 徐鈺彤 名次獎----第一名 

4B 李珀其 名次獎----第二名 4C 江樂彤 名次獎----第二名 

4B 魏天恩 名次獎----第三名 4C 譚君豪 名次獎----第三名 

4B 魏天恩 學科獎----中文科 4C 徐鈺彤 學科獎----中文科 

4B 林玥 學科獎----英文科 4C 徐鈺彤 學科獎----英文科 

4B 簡以珀 學科獎----數學科 4C 陳雅喬 學科獎----數學科 

4B 魏天恩 操行獎 4C 鄭衞駿 操行獎 

4B 李珀其 操行獎 4C 簡雅婧 操行獎 

4B 李浩言 操行獎 4C 江樂彤 操行獎 

4B 黎知彦 操行獎 4C 譚君豪 操行獎 

4B 徐子豐 操行獎 4C 徐鈺彤 操行獎 

4B 鄧家行 操行獎 4C 陳雅喬 操行獎 

 

5A 鄺信萍 學業成績獎 5B 蘇諾衡 學業成績獎 

5A 李昊天 學業成績獎 5B 黃熙穎 學業成績獎 



5A 楊立軒 學業成績獎 5B 葉翹蔚 學業成績獎 

5A 鄺信萍 學科獎----中文科 5B 蘇諾衡 學科獎----中文科 

5A 楊立軒 學科獎----英文科 5B 葉翹蔚 學科獎----英文科 

5A 李昊天 學科獎----數學科 5B 黃熙穎 學科獎----數學科 

5A 鄺信萍 操行獎 5B 葉翹蔚 操行獎 

5A 李昊天 操行獎    

5A 林泳昕 操行獎    

5A 潘楚淇 操行獎    

5A 蕭梓唯 操行獎    

5A 楊立軒 操行獎    

 

5C 何祉悠 學業成績獎 6A 傅惜蕊 學業成績獎 

5C 蔡子心 學業成績獎 6A 李溢朗 學業成績獎 

5C 黃梓棋 學業成績獎 6A 王晴怡 學業成績獎 

5C 何祉悠 學科獎----中文科 6A 傅惜蕊 學科獎----中文科 

5C 何祉悠 學科獎----英文科 6A 王晴怡 學科獎----英文科 

5C 吳柏揚 學科獎----數學科 6A 王晴怡 學科獎----數學科 

5C 蔡軒宇 操行獎 6A 陳卓妍 操行獎 

5C 何祉悠 操行獎 6A 陳孟臻 操行獎 

5C 蔡子心 操行獎 6A 梁諾晞 操行獎 



5C 趙文熹 操行獎 6A 李溢朗 操行獎 

5C 馮梓欣 操行獎 6A 莫凱琳 操行獎 

5C 黃梓朗 操行獎 6A 唐浠漩 操行獎 

 

6B 賀凌峯 學業成績獎 6C 趙思睿 學業成績獎 

6B 駱詩 學業成績獎 6C 林洛瑄 學業成績獎 

6B 謝希潼 學業成績獎 6C 李芷晴 學業成績獎 

6B 陳柏霖 學科獎----中文科 6C 林洛瑄 學科獎----中文科 

6B 葉諾恩 學科獎----英文科 6C 林洛瑄 學科獎----英文科 

6B 賀凌峯 學科獎----數學科 6C 李芷晴 學科獎----數學科 

6B 馮樂兒 操行獎 6C 陳錦傲 操行獎 

6B 葉凱熙 操行獎 6C 林洛瑄 操行獎 

6B 連婕 操行獎 6C 梁智高 操行獎 

6B 駱詩 操行獎 6C 連姵縈 操行獎 

6B 謝希潼 操行獎 6C 譚仟渝 操行獎 

6B 張雅倩 操行獎 6C 譚皓駿 操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