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A 劉卓軒 名次獎----第一名 1B 李芍藍 名次獎----第一名 

1A 藍雅馨 名次獎----第二名 1B 鄭蕊僑 名次獎----第二名 

1A 楊詩琪 名次獎----第三名 1B 蕭筠皓 名次獎----第三名 

1A 劉卓軒 學科獎----中文科 1B 李芍藍 學科獎----中文科 

1A 黃巧凝 學科獎----英文科 1B 鄧澤鋒 學科獎----英文科 

1A 劉卓軒 學科獎----數學科 1B 李芍藍 學科獎----數學科 

1A 陳凱喬 操行獎 1B 李炫希 操行獎 

1A 何欣南 操行獎 1B 李芍藍 操行獎 

1A 藍雅馨 操行獎 1B 甘曉瀅 操行獎 

1A 楊詩琪 操行獎 1B 劉沁宜 操行獎 

1A 劉卓軒 操行獎 1B 蕭筠皓 操行獎 

1A 陳彥熹 操行獎 1B  操行獎 

 

1C 陳梓曦 名次獎----第一名 2A 潘炳熙 名次獎----第一名 

1C 陳嘉寶 名次獎----第二名 2A 蔡卓凝 名次獎----第二名 

1C 鄧樂賢 名次獎----第三名 2A 林子婷 名次獎----第三名 

1C 沈樂希 學科獎----中文科 2A 蔡卓凝 學科獎----中文科 

1C 陳梓曦 學科獎----英文科 2A 潘炳熙 學科獎----英文科 

1C 陳明軒 學科獎----數學科 2A 蔡卓凝 學科獎----數學科 

1C 陳嘉寶 操行獎 2A 孫翊殷 操行獎 

1C 林思彤 操行獎 2A 林子婷 操行獎 

1C 沈穎恩 操行獎 2A 廖俊銘 操行獎 

1C 沈樂希 操行獎 2A 歐芷妍 操行獎 

1C 陳梓曦 操行獎 2A 李而 操行獎 

1C 葉雙如 操行獎 2A 楊斯蕊 操行獎 

 

2B 鍾敏晴 名次獎----第一名 2C 譚巧榆 名次獎----第一名 

2B 葉芷晴 名次獎----第二名 2C 黃熙桐 名次獎----第二名 

2B 林禹杭 名次獎----第三名 2C 梁浩然 名次獎----第三名 

2B 鍾敏晴 學科獎----中文科 2C 陳恩欣 學科獎----中文科 

2B 鍾敏晴 學科獎----英文科 2C 黃熙桐 學科獎----英文科 

2B 鍾敏晴 學科獎----數學科 2C 譚巧榆 學科獎----數學科 

2B 鍾敏晴 操行獎 2C 周嘉悅 操行獎 

2B 葉芷晴 操行獎 2C 胡若言 操行獎 

2B 羅綺敏 操行獎 2C 彭靖淇 操行獎 

2B 鄭穎琳 操行獎 2C 譚巧榆 操行獎 

2B 羅家惠 操行獎 2C 譚沚善 操行獎 

2B 吳天壹 操行獎 2C 彭凱嵐 操行獎 

 



3A 區永健 名次獎----第一名 3B 謝美雪 名次獎----第一名 

3A 簡以珀 名次獎----第二名 3B 李珀其 名次獎----第二名 

3A 魏天恩 名次獎----第三名 3B 譚景禧 名次獎----第三名 

3A 區永健 學科獎----中文科 3B 錢加欣 學科獎----中文科 

3A 林玥 學科獎----英文科 3B 謝美雪 學科獎----英文科 

3A 區永健 學科獎----數學科 3B 李珀其 學科獎----數學科 

3A 區永健 操行獎 3B 錢加欣 操行獎 

3A 方皓陽 操行獎 3B 李珀其 操行獎 

3A 林芊珩 操行獎 3B 黎知彥 操行獎 

3A 羅婧瑜 操行獎 3B 張蕎 操行獎 

3A 魏天恩 操行獎 3B 謝美雪 操行獎 

3A 黃芷煒 操行獎 3B 李浩言 操行獎 

 

3C 徐鈺彤 名次獎----第一名 4A 李昊天 名次獎----第一名 

3C 譚君豪 名次獎----第二名 4A 蔡子心 名次獎----第二名 

3C 江樂彤 名次獎----第三名 4A 黃梓棋 名次獎----第三名 

3C 徐鈺彤 學科獎----中文科 4A 蔡子心 學科獎----中文科 

3C 徐鈺彤 學科獎----英文科 4A 李昊天 學科獎----英文科 

3C 譚君豪 學科獎----數學科 4A 李昊天 學科獎----數學科 

3C 陳雅喬 操行獎 4A 陳睿思 操行獎 

3C 鄭衛駿 操行獎 4A 馮梓欣 操行獎 

3C 簡雅婧 操行獎 4A 蔡子心 操行獎 

3C 江樂彤 操行獎 4A 官靖琳 操行獎 

3C 譚君豪 操行獎 4A 李昊天 操行獎 

3C 譚銳妍 操行獎 4A 蕭梓唯 操行獎 

 

4B 潘楚淇 名次獎----第一名 4C 鄺信萍 名次獎----第一名 

4B 吳柏揚 名次獎----第二名 4C 何祉悠 名次獎----第二名 

4B 謝羲泓 名次獎----第三名 4C 陳康博 名次獎----第三名 

4B 潘楚淇 學科獎----中文科 4C 鄺信萍 學科獎----中文科 

4B 潘楚淇 學科獎----英文科 4C 何祉悠 學科獎----英文科 

4B 吳柏揚 學科獎----數學科 4C 蘇竑睿 學科獎----數學科 

4B 潘楚淇 操行獎 4C 何祉悠 操行獎 

4B 羅芷琪 操行獎 4C 鄺信萍 操行獎 

4B 馬筠婷 操行獎 4C 林泳昕 操行獎 

4B 王嘉嘉 操行獎 4C 方曦晨 操行獎 

4B 葉翹蔚 操行獎 4C 連柏洋 操行獎 

4B 林知妮 操行獎 4C 彭凱琳 操行獎 

 



5A 蒙靜 學業成績獎 5B 賀凌峯 學業成績獎 

5A 王晴怡 學業成績獎 5B 連婕 學業成績獎 

5A 姚雅惠 學業成績獎 5B 駱詩 學業成績獎 

5A 蒙靜 學科獎----中文科 5B 陳柏霖 學科獎----中文科 

5A 周沚晟 學科獎----英文科 5B 謝希潼 學科獎----英文科 

5A 黃煒庭 學科獎----數學科 5B 賀凌峯 學科獎----數學科 

5A 曹棓琋 操行獎 5B 何柏瑜 操行獎 

5A 蒙靜 操行獎 5B 葉凱熙 操行獎 

5A 唐浠漩 操行獎 5B 駱詩 操行獎 

5A 王晴怡 操行獎 5B 謝希潼 操行獎 

5A 陳盂臻 操行獎 5B 張雅倩 操行獎 

5A 盧梓朗 操行獎 5B  操行獎 

 

5C 趙思睿 學業成績獎 6A 沈樂恩 學業成績獎 

5C 林洛瑄 學業成績獎 6A 蔡凱婷 學業成績獎 

5C 譚天悅 學業成績獎 6A 黃繹軒 學業成績獎 

5C 譚天悅 學科獎----中文科 6A 黃繹軒 學科獎----中文科 

5C 譚天悅 學科獎----英文科 6A 黃繹軒 學科獎----英文科 

5C 李芷晴 學科獎----數學科 6A 蔡凱婷 學科獎----數學科 

5C 陳錦傲 操行獎 6A 蔡凱婷 操行獎 

5C 林洛瑄 操行獎 6A 簡雅希 操行獎 

5C 梁智高 操行獎 6A 賴頌婷 操行獎 

5C 譚仟渝 操行獎 6A 李珈渝 操行獎 

5C 譚天悅 操行獎 6A 沈樂恩 操行獎 

5C 鄭天翼 操行獎 6A 黃艾琳 操行獎 

 

6B 葉澤彬 學業成績獎 6C 張喆 學業成績獎 

6B 葉媛心 學業成績獎 6C 鄺信豪 學業成績獎 

6B 張恩赫 學業成績獎 6C 葉順如 學業成績獎 

6B 葉媛心 學科獎----中文科 6C 鄺信豪 學科獎----中文科 

6B 羅嘉怡 學科獎----英文科 6C 蔡汶軒 學科獎----英文科 

6B 葉媛心 學科獎----數學科 6C 張喆 學科獎----數學科 

6B 吳懿倩 操行獎 6C 朱穎荍 操行獎 

6B 黃子恩 操行獎 6C 鄺信豪 操行獎 

6B 葉媛心 操行獎 6C 李曉晴 操行獎 

6B 羅嘉怡 操行獎 6C 盧婷茵 操行獎 

6B 繆希銘 操行獎 6C 翁靖雯 操行獎 

6B 蘇諾澄 操行獎 6C 葉順如 操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