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 2 0 2 2  年 度 得 獎 名 單 

班別 品德優良獎 科獎 顯著進步獎 熱心服務獎 課外活動傑出獎 

P1A 何盼澄  陳容悅、顧英哲、梁心穎、林檸卿 陳容悅、曾曉藍、張正知、曹頌楹、歐欣語、馮柏力、何盼澄、許睿方、 

關婷蔚、黎孔慈、林愷晴、李梓峰、梁藝馨、林檸卿、盧俊熙、勞淖琳、 

羅章允、馬朗稀、袁漮澄、甄爾蕎 

- 

P1B 王灝喬  何喜兒、倫尚韜 周婧茵、周浩揚、周承志、張芮蕊、鄭艾藍、朱子欣、馮珮瑜、何梓希、 

殷梓曦、郭承希、林苡心、林穎彤、梁凱凝、呂沛澄、呂沛盈、吳鎬然、 

吳泓毅、譚卓蕎、譚澋晉、鄧皓謙、賈卓錤、胡曉妍、甄啓博 

- 

P1C 何子鳴  林宥邦、葉施慧 陳浚軒、陳雅瞳、鄭康琳、鄭日進、張浚禧、馮聿翹、黃鈞楊、郭敏渟、 

郭泓皓、黎芊蔚、黎祖寧、林卓逸、林雋朗、林欣芝、林承熹、林鏵隆、 

劉婧雅、梁澤琳、梁君維、梁樂軒、梁承澤、梁予潼、林宥邦、林啓信、 

陸芊霖、吳楚喬、潘昕澄、黃睿晞、黃星宇、黃思祺、黃煒澄、胡鉦熙 

- 

P2A 梁洛悠  鍾康盛、馮心悅、殷紫瑜、李卓兒、

羅靖懿 

區逸言、張顥翀、張貝兒、張逸彤、蔡政亨、馮心悅、馮宛穎、何梓瑜、 

殷紫瑜、余明憲、喬希金貝兒、高悅峻、林樂彤、李澂、李卓兒、 

李承騫、梁一諾、李泓臻、連思捷、盧柏橋、吳宇軒、潘悅澄、盛家莉、 

吳梓瑩、黃鈺婷、胡浚軒 

- 

P2B 周泳霏  梁晞晴、蘇睿 陳俊健、陳煥謙、周朗熙、謝宜真、鄭嘉喬、曹靖楓、梁晞晴、禤靜韻、 

古日熹、鄺仲言、林頌甯、林依穎、林栢賢、李卓熹、李可晴、梁凱欣、 

梁嘉進、林樂熙、巫悅然、李欣潼、蘇芷晴、蘇睿、黃梓皓、黃馨妤、 

楊舒雯 

- 

P2C 甘希彤  周天兒、馮珮喬、方淳亮、許芷悠、

林卓曦、盧曉信、黃政陽、黃晞瑜、

鍾宛純 

陳妍熹、仇櫟然、周天兒、鄭胤、馮珮喬、方淳亮、甘希彤、何梓君、 

何兆剛、高信謙、林卓曦、劉晉嘉、劉泳彤、李芊悠、梁嘉琳、梁日曦、 

盧曉信、梅承恩、彭鈺熙、潘悅悠、蘇潁妍、譚浚浩、鄧琸泓、湯芷晴、 

韋曉妍、黃政陽、黃子賢、王家耀、鍾宛純、周柏龍 

韋曉妍、鍾宛純 

P3A 賴穎桐  鄭俊謙、何詠芯、官柏霖、黎康華、

黃梓瑜、黃晞瑤 

曾堯麟、周家馨、鄭俊謙、張柏臻、周楚兒、朱恩雪、霍浩俊、洪芷妤、 

喬希金美兒、簡碧瑤、關諾行、黎康華、黎慧怡、劉珮熙、劉弘哲、 

李梓嫣、李洛榕、李思朗、梁柏翹、盧立晴、勞湘瑩、余梓睿、余煒基、 

王灝宏、王靖琛、徐嘉嘉 

周家馨、劉珮熙 

P3B 容穎彤  李靖琦、張啟楷、許芷妍、楊昕翹 李靖琦、陳傑俊、陳朗熹、陳衍臻、張柏桓、馮梓恩、許芷妍、英卓楠、 

楊昕翹、林晞朗、林弘軒、劉珀豪、李靜嵐、梁健軒、梁嘉朗、梁韞鈺、 

陸昕悦、麥軒銘、彭博言、施樂兒、潘睿燊、蕭佳鋮、韋東錡、王鍾雨、 

馮梓恩、林弘軒、施樂兒 



王康睿、黃梓軒、胡芯語 

P3C 梁棋彰  陳彥銘、何梓僮、姚梓謙、關進謙、 

林君堯、李悅朗、李浩翔、劉俊華、 

陳駿麒、黃梓程 

陳彥銘、張紫瑩、張正怡、歐欣蒨、丁小翁、何梓僮、楊穎彤、姚梓謙、 

高崎峻、高穎研、關進謙、林君堯、李凱晴、李柏熹、李悅朗、李泓博、 

李天睿、梁惠琳、梁家羲、李浩翔、劉俊華、馬朗軒、莫永淇、潘悅琳、

蕭日謙、譚悦、黃梓程、黃穎心、余揚旌 

張紫瑩、黃柏翹 

P4A 王嘉月  陳家恩、朱浩駿、劉振賢、葉施妤 陳家恩、陳鉉津、陳希兒、鄭天心、鄭琬蕎、張綽凌、蔣欣璇、曹天諾、 

曹熙兒、施曉晴、高懿德、何文越、何浩賢、楊樂澄、蔣浩銘、江梓晴、 

關銘翔、林灝堯、林子維、劉振賢、梁子蕊、司徒澄、鄧皓駿、鄧奕軒、 

鄧海鳴、賈卓衡、黃皚淳、黃諾晴 

鄭琬蕎、何文越、江梓晴 

P4B 洪芷晴  陳頌恩、鄭凱悠、何卓澔、李善瑜、 

吳卓然、董文莉、袁梓潼、徐梓瀅 

卓柏希、趙泰龍、周朗蕎、方穎斌、何卓澔、黃凱言、郭沛昇、郭煜駿、 

劉卓泓、李善瑜、梁曉瑜、林子謙、廖諾翹、盧卓君、吳卓然、戴丞喆、 

譚詠心、董文莉、袁梓潼、尹梓晴、魏銘辰、黃暉晴、胡詩愛 

梁曉瑜、梁雅婷、譚詠心、袁梓潼、尹梓晴 

P4C 盛朗熙  陳道軒、霍可昕、賴芯語、吳振熙、

戴洛妡 

謝桂芝、陳鳳鏵、鄭守譽、蔡芷柔、蔡承謙、左晉劻、周卓暉、朱卉琳、 

何東昇、何紹華、郭泓裕、關竹茵、賴芯語、林子博、梁予澄、梁鏵琛、 

梁駿濠、劉思朗、麥天諾、吳振熙、潘心雅、戴洛妡、阮天攸、黃靖、

黃芷恩、黃婕妤、余家維 

陳泳柔、賴芯語、吳振熙、潘心雅、盛朗熙、

黃芷恩、胡綽桐 

P5A 周晞宇  陳思諾、周晞宇、陳奕平、郭駿廷、

劉欣諾、莫綽紜、梅佑謙、譚泓宙、

湯浩恩、王允兒 

陳思諾、陳奕平、許一心、楊明臻、林梓謙、劉欣諾、李汶蓁、梁芯語、 

廖逸晞、莫子易、莫綽紜、梅佑謙、譚家茗、譚泓宙、湯浩恩、王允兒、 

朱芳萱 

賈詩雅、陳思諾、周倬琪、周晞宇、甘子誠、

林梓謙、李汶蓁、梁芯語、廖逸晞、羅樂彤、

莫綽紜、湯浩恩、余悅行、黃皓禮、朱芳萱 

P5B 李立言  呂穎恩、呂珀羲、吳昕翹、冼樂家、

蘇穎凱、黃罡洛 

陳逸朗、周柏希、謝智軍、許一心、許驊緣、楊沛仁、鄺智欣、梁頌亨、 

呂柏琪、陸柏翹、呂珀羲、吳昕翹、冼樂家、鄧睿希、黃卓烽、王甯慧 

謝智軍、鄭子軒、馮柏豪、梁浠楊、呂柏琪、

陸柏翹、呂穎恩、呂穎思、王甯慧 

P5C 黃柏彥  張正朗、殷梓晴、梁樂文、吳樂彤、

黃柏彥、楊禾輊 

歐綺晴、鄭日希、趙家慧、符文衍、何靖瑜、何耀天、殷梓晴、楊灝欣、 

葉曉芊、林煒程、羅哲信、吳樂彤、彭廷堃、潘浠瑜、陳駿煒、 

SIMOES SOARES MATILDE、譚穎、王心妤、胡瀟悠 

鄭日希、張正朗、何靖瑜、殷梓晴、邱梓琳、

楊皓竣、楊灝欣、吳樂彤、陳駿煒、黃靖翹、

黃柏彥 

P6A 陳璐之  - 歐啟賢、陳彥嘉、陳穎書、陳法蓉、曾子桐、曾泓駱、謝陞澔、馮海棟、 

何天睿、何穎怡、黃芷萱、楊泳琳、劉仲晴、劉愷澄、梁嘉潁、喬子航、 

阮婧、司徒靜、吳卓樺、王銘浩 

陳法蓉、馮海棟、何天睿、楊泳琳、江柏霖、

劉仲晴、阮婧 

P6B 陳諾謙  - 陳諾謙、陳鳳琦、陳元、張俊軒、蔣沛彤、林子淇、范心悅、何子揚、 

何翊詩、何思穎、楊子謙、楊皓天、關志君、梁諭豪、羅倩雯、麥丞竣、 

石晞兒、黃浩峰、黃柏浠、周凱怡 

陳諾謙、陳元、張曉源、蔣沛彤、林子淇、

楊子謙、楊泓恩、關志君、賴曉霖、賴明緯、

吳宇康、談昀清 

P6C 卓沚銳  - 區睿朗、陳熙喬、蔡彥童、朱映霖、何曉穎、林溢漩、李安蕎、梁芷晴、

梁芷菱、梁皓政、梁承軒、伍柏淋、杜汶錡、黃文謙、葉天樂、葉穎菲 

陳熙喬、鄭逸楓、莊灝天、朱映霖、黎康堯、

林溢漩、李安蕎、梁芷菱、梁承軒、杜汶錡、

黃家毅 



F1A 許珀瑄  黃日愉、邱嘉鑫、莫宇琛 區慧怡、陳靖霖、陳煜政、陳明心、鄭梓翹、庄欲婷、許珀瑄、邱嘉鑫、

郭紀瑩、劉心怡、李日朗、梁曦文、梁啟邦、梁睿悠、麥思遠、 

二谷遙希、黃卓婷、黃臻曦 

黃日愉、邱嘉鑫 

F1B 謝曉彤 謝曉彤(英文)、 

林灝煒(數學)、 

范心妍(聖經)、 

林灝煒(歷史)、 

林灝煒(地理) 

趙匡琦、黎爾淳、石曉樺、黃智宏 周正宇、謝曉彤、鄭穎曦、張逸藍、范心妍、馮卓霖、江皓泓、黎爾淳、 

林灝煒、梁樂知、李梓僮、馬文熙、石曉樺、談海寧、黃俊彥 

陳鍵豪、周正宇、鄭穎曦、張逸藍、馮卓霖、 

林灝煒、馬文熙、談海寧 

F1C 李焯琪 許兆康(資訊科技) 陳俊樺、鄭松柏、黃遨峰 戚稀汶、鄭松柏、鍾中興、高梓皓、霍詠芯、許兆康、黃浩原、李誠博、

李焯琪、劉思逾、譚泓畯、鄧宇航、吳奕蕎 

鍾中興、賀之亮、黃臻兒、葉曉晴 

F1D 胡焯泓 張宇靖(中文) 巢衍庭、賈偉立、高譽峻、李昭璋、 

鄧兆軒 

區子慧、陳思韻、曾韻熹、張柏軒、鄭智蔚、趙凱晴、周柏翹、朱恩琳、

賈偉立、楊鎧林、郭思齊、林巧喆、林雨晴、林曉澄、梁詠欣、梁蕙詩、

譚子淇、胡焯泓、謝興麒 

區子慧、巢衍庭、林雨晴、李昭璋 

F2A 司徒樂婷  庄柏恩、梁玉淇、劉芯玥、盛果豐、 

湯梓熙、朱駿軒 

古柏文、庄柏恩、吳狄文、葉卓嵐、林柏熙、劉芯玥、李汶釗、羅丞傑、 

龍芷晴、盧詠恩、吳汶璇、盛果豐、司徒樂婷、丁錦君、湯梓熙、 

吳恩琪 

古柏文、葉卓嵐、吳恩琪 

F2B 王鎬庭 楊皓程(數學)、 

沈宇軒(綜合科學)、 

盧倩欣(地理)、 

盧倩欣(資訊科技) 

謝宜霖、藍欣彤、黃芷晴 陳綽鋒、洪輝毅、楊皓程、蔣可馨、郭熙麟、藍欣彤、李晉延、李珏璋、 

梁嘉穎、盧倩欣、毛曉嵐、沈宇軒、黃芷晴、王鎬庭、黃稜凱、王泓瑜 

陳浚軒、郭熙麟、盧倩欣、盧子然、黃芷晴、 

王泓瑜 

F2C 梁彥恆 何綺敏(中文)、 

陳琬琦(聖經)、 

高樂恆(歷史) 

林晞雅、林凱晴、李婧妍、潘宥嘉 區澧賢、Azevedo, Edna Amelia、張俊彥、張瑞琳、曹俊宗、高樂恆、

馮珮詠、何家慧、金芷晞、李婧妍、麥梓俊、施凱傑、許泓毅、趙梓傑 

張俊彥、張瑞琳、金芷晞、郭子瑜、梁軾玥、 

李婧妍、梁駿揚、許泓毅 

F2D 廖俊熙 余雋永(英文)、 

陳琬琦(聖經) 

陳成駿、王梓睿 陳懿心、陳綮仁、陳琬琦、蔡欣彤、霍詠霖、何昊俊、許鈺欣、葉植鈞、 

黎芯誼、李嘉澄、梁紫悠、廖佳暐、廖俊熙、戴丞謙、尹子楓、黃鎧堯、 

黃霆曦、余雋永 

陳懿心、陳琬琦、李嘉澄、譚芷晴 

F3A 黃智晴  方穎瑩、吳柏琳 歐陽碧儀、鄭茵珮、陳俊華、鍾韻頤、黃綺霖、郭凱晴、鄺祖億、 

李昭穎、利愷淇、梁幸芝、林芯蕾、劉舉珉、顏肇宏、黃智晴、葉曉明 

鄭茵珮、鍾韻頤、黃綺霖、孔靜琳、李昭穎、 

吳柏琳、謝鈺瀅、葉曉明 

F3C 黃心宥 吳藝帆(數學) 何天諾、甘善行、李竣禧、李柏洋、 

吳灝晴、吳溢衡、黃浩程 

安文傑、陳衍任、曾芷盈、何芷晴、何天諾、楊梓灝、楊耀陞、劉景仁、

李竣禧、李嘉聰、李柏洋、梁詠妍、梁家裕、冼泓樹、戴穎琳、鄭劍雄 

梁詠妍、梁星培、黃思恩、吳藝帆 



F3S 楊羿 周倬賢(英文)、 

李靜恩(中文)、 

庄鈺瑩(聖經)、 

陳芷瑜(資訊科技) 

陳浚彥、黃靖雯 陳浚彥、周倬賢、庄鈺瑩、DA LUZ LEONG,LICINIA、黃靖雯、葉書鳴、 

郭旨程、黎康善、李靜恩、梁曦允、梁永言、羅皓匡、駱澄璐、麥卓欣、 

孫可晴、譚詠瑤、黃詠曦、肖貫誠、楊羿、張殷僑 

周倬賢、Da Luz Leong,Licinia、英曉澄、

黎康善、梁曦允、麥卓欣、王頤時、葉書鳴 

F4A 關子蕙 單瀅穎(中文)、 

翁慧琪(聖經) 

吳琬翹、薛希言 曾妙瑩、曾韋棹、周智穎、徐俊懿、蔡愷童、鍾天敏、翁慧琪、高頴霖、

鄺煒然、李晴康、李曉臻、梁碧桐、李海琳、林綺靜、麥家晞、吳燁彤、 

吳琬翹、單瀅穎、蕭紫瑩、余卓恩、黃俊朗 

區文迪、曾妙瑩、葉愷童、姚文靜、高頴霖、

高靜妍、廖美慧、馬子琳、吳燁彤、余卓恩 

F4C 陳美月 余柏燊(數學) 周子橋、何詩棋、陳美月、吳兆朗、 

黃芷穎 

陳偉樑、周子橋、何詩棋、葉子晴、余慧心、陳美月、顧珈晴、林喆朗、 

林嘉盈、劉倖而、李深健、吳海茵、吳宇熙、吳卓音、顏穎欣、鄧錦麟、

黃依錡、黃耀禧、黃柏祺 

何蘊慧、陳美月、林嘉盈、李楚穎、布日程

黃正嫣 

F4S 黃宇軒 胡瀟瀛(英文)、 

鄧崇希(資訊科技) 

- 陳湋軒、徐浚康、魏家莉、高正、關恒杰、何浚泓、何翎瑜、黃嘉瑜 

鄺姿霖、郭明彥、林天晴、柳曉洛、梁雅雯、廖楚兒、羅芷晴、吳子霈、 

談斯鐦、鄧浩言、鄧崇希、余泯諭、黃宇軒、胡瀟瀛、楊瑋兒、余奕謙 

何翎瑜、郭明彥、梁雅雯、廖楚兒 

F5A 黎姵君 馬海晴(中文)、 

鄭汶峻(聖經) 

陳子俐、林曉鍩、梁泳欣、顏懷宇、 

黃雨晴 

陳漪雯、陳倩琦、陳曼盈、趙晴、馮海妍、何熠強、關芷晴、黎姵君、 

梁泳欣、梁啓元、廖尹悅、羅煒盈、伍詠怡、顏懷宇、王博文、楊家媛 

陳曼盈、趙晴、蔡偉圳、馮海妍、何熠強、

林沛贊、廖尹悅、羅煒盈、馬海晴、黃雨晴 

F5C 林樂仁 梁然諾(英文)、 

林樂仁(數學) 

周樂盈 陳善怡、周子杰、周毅朗、張健熙、韓藝寧、何卓媛、何樂盈、何穎賢、

楊穎敏、關紫熹、林樂仁、劉燕寧、盧善賢、羅玥、伍靖賢、林樂筵、

王曉彤、黃敏穎、王明浩 

陳善怡、張健熙、韓藝寧、何卓媛、何樂盈、

何穎賢、許瀅、楊穎敏、梁德銘、梁恩雅、

羅玥、林樂筵、王曉彤、王明浩 

F5S 莊卓臻 林凱晴(資訊科技) 鄺俊文 曾煒權、周詠怡、戚曉桐、張厚恩、莊卓臻、朱卓謙、馮嘉俊、何傑楠、 

孔憲楊、楊焯謙、葉沛言、江嘉晴、鄺俊文、黎彥宜、劉炎林、李政堯、 

李思韻、李詠琳、梁煒聰、梁日朗、鄧智仁、黃柏濠、文慧雯、黃駿朗、 

黃愉真、吳韻冰、鍾欣霖 

周詠怡、戚曉桐、馮嘉俊、江嘉晴、林凱晴、

李洛甄、李思韻、梁煒聰、黃柏濠、文慧雯、

黃愉真、鄔芷晴 

F6A 林澤明 關宇晴(中文) 庄嵐怡、黎祖兒、李泳柔、吳柏文 陳泳棋、關宇晴、黎浩昀、黎祖兒、林靖桐、林籽言、李穎熙、李詠欣、

梁仲曦、梁敏豪、梁宇霆、盧子軒、盧嘉倩、盧妍媖、莫允聰、吳家朗、

鄭蔚欣 

張綽妮、何浚熙、黎祖兒、林靖桐、林籽言、 

李曉柔、吳柏文、羅芷淇、蕭紫婷 

F6C 張慧瑜 - 劉卓橋、陳紫欣、鍾惠淇、葉蔚嵐、

梁芷欣、曹嘉欣、吳逸彤 

陳志力、陳珞軒、陳子健、張慧瑜、詹凱傑、庄鈺霖、鍾惠淇、曹駿傑、

何恩儀、何躍為、甄曉彤、游顏全、葉蔚嵐、賴葦晴、林喆晴、梁靖男、 

梁芷欣、曹嘉欣、潘文欣、黃美鳳 

陳志力、陳珞軒、陳子健、趙恩琳、曹駿傑、 

何恩儀、游顏全、甘曉霖、林喆晴、李凱文、

梁靖男、曹嘉欣、潘文欣、黃美鳳 



F6S 蔡文皓 洪曉羲(英文)、 

吳梓琪(數學)、 

陳伊藍(聖經)、 

蔡文皓(資訊科技) 

郭詩敏、劉子媛 陳浩賢、陳愷迦、陳伊藍、鄒紫慧、張德浩、趙君崚、蔡文皓、馮灝德、 

何宗育、洪曉羲、葉子燊、郭詩敏、林海錡、林鈺凱、劉子媛、李政慧、 

李錦輝、李玥沂、梁猶宗、李昕、李智謙、李一、盧嘉錫、麥永灝、 

施諾行、施諾言、鄧煒豪、衛苑怡、吳梓琪、胡嘉祺、胡佳恩 

陳伊藍、洪曉羲、葉植期、林海錡、林鈺凱、 

劉子媛、李錦輝、盧嘉錫、麥永灝、衛苑怡、 

胡佳恩 

蓮     花     獎：洪曉羲(F6S)、林喆晴(F6C)、黃綺霖(F3A)、周倬賢(F3S)、陳元(P6B)、梁芷菱(P6C) 

李     白     獎：關宇晴(F6A)、李靜恩(F3S)、何穎怡(P6A) 

霍英東基金奬學金：洪曉羲(F6S) 

蔡  氏  基 金 會：林籽言(F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