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 各項校內比賽成績 

1. S1-3 Young Poet Competition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中一 1A Lau Cheuk Ling, Fiona 冠軍 

1B Tse Ching Tung, Tina  亞軍 

1D Lai Sze Ka 季軍 

中二  

 

2E Ho Wing Yiu, Tiffany 冠軍 

2D Lee Hoi Ying  亞軍 

2A Lee Sin Yung, Judy 季軍 

中三 

  

  

 

3B Chau Chin Ue 冠軍 

3C Mak King Kit  亞軍 

3E Li Ka Ki  季軍 

3A Cheung Chit  季軍 

 

2. S1-5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中一 

 

1B Cheung Chun Long 冠軍 

1A Chan Cheuk Wing, Trany 亞軍 

1D Lo Man Ying 季軍 

1C Chow Pui Yee 優異 

1C Yuen Yat Chun 優異 

1E Lee Wing Sze 優異 

1B Wong Cheuk Yi 優異 

1A Wong Sum Yuet 優異 

中二 

 

 

2C Lau Choi Ching, Aiko 冠軍 

2A Chiu Tsz Tung, Kelly 亞軍 

2B Lai Jing Young, Kiran 季軍 

2A Leung Mazine 優異 

2B Chan Hoi Ching 優異 

2C Wong Tsz Yiu 優異 

2D Tang Ka Yiu 優異 

2E Chan Hoi Ching 優異 

中三 

 

3D Ma Man Hei, Roxanne 冠軍 

3B Sung Ka Yu, Sherry 亞軍 

3B Choi Fung Yu, Nick 季軍 

3C Tam Yuet Yi 優異 

3D Mak Shun Kit 優異 

3B Chau Chin Ue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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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Lopes Jennifer Antonia 優異 

3E Lam Nga Yuet 優異 

中四 

 

 

4E Luo Jinhong, Jack 冠軍 

4A Chow Tim Fan, Walter 亞軍 

4E Li Hoi Sen 季軍 

4D Chiu Hing Man 優異 

4C Lee Ho Man  優異 

4A Au Hoi Hei 優異 

4B Ma Ue Kin  優異 

中五 

 

5A Lo Pui Sang, Krystal 冠軍 

5A Wan Ho Wing, Andy 亞軍 

5C Au Yan Tung 季軍 

5B Lin Hei Tung 優異 

5D Puk Wan Cheung 優異 

5D Yan Sin Tak 優異 

5C Leung Yee Ching 優異 

5A Chan Lok Tung 優異 

 

3. S2 Inter-class Grammar Competition 

班別 獎項 

2A 冠軍 

 

4. S5 Annual Debate 

班別 獎項 

5B Fan Pui Man 

5A Ng Pui Lam 

5A Chan Lok Tung 

5A Lo Pui Sang 

冠軍 

5A Lo Pui Sang Annual Debate The Best Orator  

 

5. 班際五子棋比賽 

班別 獎項 

4B 冠軍 

2B 亞軍 

2C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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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人中國象棋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B 宋文哲 冠軍 

5C 侯尚儒 亞軍 

 

7. 班際整潔比賽 

i. 「第一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E 冠軍 

1C 亞軍 

2A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4A、4C 冠軍 

5B 亞軍 

6D 季軍 

 

ii. 「第二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E 冠軍 

1C 亞軍 

1B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B 冠軍 

4C、5D 亞軍 

5C 季軍 

 

iii. 「第三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第三階段低年級組 

班別 獎項 

3E 冠軍 

1D 亞軍 

1C 季軍 



 3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B 冠軍 

4A 亞軍 

4C、5C、5D 季軍 

 

iv. 「全年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E 冠軍 

1C 亞軍 

1D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B 冠軍 

4C 亞軍 

4A 季軍 

 

8. 電腦學會班際中文打字比賽 

初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３Ａ 李嘉樂  季軍 

３Ａ 李梓軒 亞軍 

３Ｄ 馬汶羲 冠軍 

 

高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４Ｅ 李凱晨 冠軍 

４Ｂ 邵偉祐 亞軍 

４Ｄ 張國豪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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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16年度科學比賽〝意粉大橋〞 

中一級 

班別 獎項   

1C 冠軍 

1D 亞軍 

1B 季軍 

1C 最佳表現班級 

 

中二級 

班別 獎項   

2C 冠軍 

2B 亞軍 

2A 季軍 

2E 最佳表現班級 

 

10. 2015-2016中文朗誦及演講比賽 

中一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1D 冼樂琳 冠軍 

1B 趙兆康 優異 

 

中二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2D 李采臻 冠軍 

2A 萬諾謙 優異 

2E Amreen Kirn 優異 

 

中三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3B 劉家欣 冠軍 

3D 黃寶欣 優異 

3E 黎溢昇 優異 

 

中四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4C 黃業欣 冠軍 

4E 張綽琳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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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5A 陳樂童 冠軍 

5C 陳靖尤 優異 

5A 張倩婷 優異 

 

11. 2015-2016敬師卡設計比賽  德育組與視藝科合辦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3C 謝穎怡 冠軍 

4E 林詠樂 亞軍 

5A 張倩婷 季軍 

3E 廖睿琛 優異 

2A 何菀菁 優異 

3B 蔡曉琳 優異 

3D 曾棨暘 優異 

3B 林芷茵 優異 

2B 黃詩雨 優異 

1B 張綽媛 優異 

3B 楊詠婷 入圍 

3B 周令捷 入圍 

3B 文晧晴 入圍 

3E 鄭采瑤 入圍 

3D 王肖洒 入圍 

4D 方茜宜 入圍 

3C 麥景傑 入圍 

5B 吳律盈 入圍 

3D 黃芷文 入圍 

3C 譚悅兒 入圍 

1D 麥紫瑤 入圍 

3B 周千煦 入圍 

1C 彭莉雲 入圍 

3B 陳澤欣 入圍 

3A 戴潁潼 入圍 

1B 黃卓怡 入圍 

3A 吳玟璇 入圍 

3C 黎卓霖 入圍 

3A 羅偉謙 入圍 

1E 何梓尼 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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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冼天惠 入圍 

3B 高明蔚 入圍 

3B 鄭思燕 入圍 

3A 梁思淇 入圍 

3D 李懿紋 入圍 

2B 蘇芷慧 入圍 

3B 蔡豐裕 入圍 

 

12. 2015-2016年度「珍惜生命」標語創作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低年級組  1A 李泳芯 冠軍 

低年級組  1A 莫晞彤 亞軍 

低年級組  2B 賴正陽 季軍 

低年級組  2B 莊熹澐 優異 

低年級組  3B 何雨濠 優異 

低年級組  1A 陳卓詠 入圍 

低年級組  2A 戚曉穎 入圍 

低年級組  2B 梁雪晴 入圍 

低年級組  1E 莊鎮謙 入圍 

低年級組  2E 朱樂林 入圍 

 

13. 2015-2016年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班別 獎項 

3C 初中組冠軍 

1D 初中組亞軍 

1C 初中組季軍 

5A 高中組冠軍 

6A 高中組亞軍  

5C 高中組季軍  

3C 最具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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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三級普通話廣播劇創作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A 陳凱盈 優異獎 

陳洛浩 優異獎 

張婕 優異獎 

馮科冕 優異獎 

吳英倫 優異獎 

王藝楠 優異獎 

黃稼恒 優異獎 

3B 蔡豐楷 優異獎 

蔡豐裕 優異獎 

方志斌 優異獎 

周令捷 優異獎 

劉俊雄 優異獎 

何雨濠 優異獎 

劉敏琪 優異獎 

彭浩罡 優異獎 

葉卡琳 優異獎 

林芷茵 優異獎 

3C 陳琛博 優異獎 

鄭智鴻 優異獎 

鄭諾謙 優異獎 

黎卓霖 優異獎 

麥景傑 優異獎 

朱詠芯 優異獎 

林禕芙 優異獎 

譚悅兒 優異獎 

謝穎怡 優異獎 

3D 陳宗璵 優異獎 

杜欣潼 優異獎 

LOPES JENNIFER ANTONIA 優異獎 

馬汶羲 優異獎 

黃睿玲 優異獎 

袁穎琳 優異獎 

黃寶欣 優異獎 

3E 陳巧妍 優異獎 

鄭采瑤 優異獎 

林雅悅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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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天惠 優異獎 

施瑩瑩 優異獎 

黃卓嵐 優異獎 

任酌瑤 優異獎 

張善宜  優異獎 

李加琪 優異獎 

葉巧穎 優異獎 

梁海彤 優異獎 

 

15. 中三級普通話演講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A 王藝楠 冠軍 

3B 宋嘉瑜 冠軍 

3C 徐諾 冠軍 

3D 黃寶欣 冠軍 

3E 施瑩瑩 冠軍 

3A 李嘉樂 亞軍 

3B 蔡曉琳 亞軍 

3C 謝穎怡 亞軍 

3D 陳廸亨 亞軍 

3E 任酌瑤 亞軍 

3A 陳凱盈 季軍 

3B 高明蔚 季軍 

3C 陳琛博 季軍 

3D 陳樂陶 季軍 

3E 林雅悅 季軍 

 

16. 圖書館獎項 

i. 優秀閱讀大使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黃偉澤 優秀閱讀大使 

2A 戚曉穎 優秀閱讀大使 

2B 廖鈺洳 優秀閱讀大使 

2B 黃樂天 優秀閱讀大使 

2C 曾彩華 優秀閱讀大使 

2C 曾小娃 優秀閱讀大使 

2D 杜綺淇 優秀閱讀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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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李穎欣 優秀閱讀大使 

2E 黃秀玲 優秀閱讀大使 

2E 葉懿璇 優秀閱讀大使 

3A 張婕 優秀閱讀大使 

3A 葉昫澄 優秀閱讀大使 

3B 何雨濠 優秀閱讀大使 

3B 葉卡琳 優秀閱讀大使 

3C 謝穎怡 優秀閱讀大使 

3C 王美娜 優秀閱讀大使 

3D 李懿紋 優秀閱讀大使 

3D 譚凱尤 優秀閱讀大使 

3E 冼天惠 優秀閱讀大使 

3E 吳卓樂 優秀閱讀大使 

4A 陳春燕 優秀閱讀大使 

4A 陸好怡 優秀閱讀大使 

4B 歐紫蕎 優秀閱讀大使 

4B 鍾卓敏 優秀閱讀大使 

4C 鄭諾行 優秀閱讀大使 

4C 譚惠美 優秀閱讀大使 

4D 陳述安 優秀閱讀大使 

4D 朱茵晴 優秀閱讀大使 

4E 鍾琇晴 優秀閱讀大使 

4E 王志文 優秀閱讀大使 

 

ii.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李泳芯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1A 莫晞彤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1C 顏小晴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1D 姚卓鈴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1D 鄧梓詠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1E 李潁鍶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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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盧浩文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C 曾小娃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C 鄺芯瑜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D 區凱蕙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D 黃卓瑤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E 李嘉駿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C 王美娜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C 謝穎怡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D 李懿紋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D 譚凱尤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4A 陳春燕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4A 陸好怡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4A 黃可瑩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4A 鍾琇晴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iii.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李泳芯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A 呂鍵泓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1C 羅穎聰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C 薛華強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C 胡永健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C 殷善瑩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C 鍾國林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D 盧敏瑩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1E 張心悅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E 劉殷希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1E 彭裕軒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E 黃紀絃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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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黃子樂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A 范玉玲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A 潘嘉慧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陳曉晴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蔡穎彤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馮浩賢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廖鈺洳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譚曉彤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C 朱芷昕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C 林家希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D 李凱盈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A 張婕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A 戴潁潼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A 王藝楠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3B 蔡豐楷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B 范安生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B 高明蔚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C 梁凱鈞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C 謝穎怡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E 高鵬晨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A 陳子軒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B 張弘洛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C 黃業欣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E 王慧瀅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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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015-2016 個人借閱龍虎榜 

班別 姓名 獎項 

1E 譚皓謙 個人借閱龍處榜---中一級冠軍 

2B 賴正陽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二級冠軍 

3A 吳英倫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三級冠軍 

4B 黃修文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四級冠軍 

5A 張倩婷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五級冠軍 

6A 李寶麗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六級冠軍 

 

v  2014-2015 班際借閱比賽 

級別 班別 人均借閱量 

中一級 S1B 16.51 

中二級 S2B 11.2 

中三級 S3B 7.82 

中四級 S4A 6.5 

中五級 S5C 5.75 

中六級 S6A 4.51 

 

vi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陳卓詠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陳樂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陳天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卓文樂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張詠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許鈞洛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凌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莫晞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彭俊賢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蘇一山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譚霓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黃浩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邱韻睿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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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葉家興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A 姚漢權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A 劉卓羚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B 方曉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B 李芷睿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B 梁恩恆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B 葉雅翹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C 鄭啟偉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C 何嘉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C 劉子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C 梁詠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C 彭莉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C 孫婧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C 胡嘉敏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C 殷善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C 顏小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D 黃雨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D 李穎然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陳智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陳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陳峻樂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陳雍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張梓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鄭凱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張心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戚朗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莊鎮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周柏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賀嘉莉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何梓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姚彤炘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黎政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劉家麗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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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劉建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劉殷希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羅曉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李潁鍶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李志彬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盧浩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羅梓爗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陸正鴻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彭裕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林保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石雋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蘇勺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岑曉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譚皓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鄧凱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鄧雅容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溫家俊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黃芍曈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1E 黃紀絃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黃梓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黃子樂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E 鄔仕仁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E 鍾振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A 李嘉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A 黃偉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賴正陽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秦雅庭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文溢陞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莊熹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蘇芷慧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B 竺婷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C 黃秀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C 莊芷若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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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方嘉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C 何詠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C 王泳心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C 葉翠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D 李采臻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D 嚴子菁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2D 賴泳希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D 林恩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2D 徐偉豪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A 陳凱盈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宋嘉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B 蔡豐裕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B 范安生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B 周令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B 劉敏琪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劉嘉莉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蔡豐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蔡曉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周千煦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鄧博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文晧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彭浩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B 魏銘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陳澤欣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楊詠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高明蔚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葉卡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何雨濠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黃啟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林芷茵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陳洛然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鄭思燕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B 廖倩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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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陳琛博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陳詩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陳梓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陳譽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鄭之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鄭智鴻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鄭諾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張梓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朱晉亨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朱詠芯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鍾婉螢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何焯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黎卓霖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黎思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林禕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劉禧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李澤森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李汶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梁凱鈞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梁家棋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李曉閔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李浩智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李嘉欣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李若寧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麥景傑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C 顏倩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C 蘇俊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宋美貞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C 譚悅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謝穎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徐諾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C 王美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3C 黃紫陽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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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葉志龍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C 葉逸明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C 余正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陳宗璵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陳樂陶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陳廸亨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羅俊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李懿紋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LOPES JENNIFER ANTONIA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馬汶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D 麥順傑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鄭采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何振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林雅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李加琪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冼天惠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3E 施瑩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黃奕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任酌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3E 葉巧穎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4B 朱嘉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C 張頌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D 趙卿妏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D 韋碧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4E 鍾琇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E 鄧諾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E 余澂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4E 唐源鍵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4E 王慧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4E 廖柏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4E 羅錦宏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A 葉舒旻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5A 劉港龍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A 李顯栢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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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倪煒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歐瑋峯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張峻琿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蔡錫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朱嘉俊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劉洛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李宗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李洛欣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彭毅燊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杜俊諺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葉鈺鵬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B 袁詠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C 陳靖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C 何欣濃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C 梁綺靜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C 朱子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C 謝穎然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吳佳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甄倩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李浩洋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李兆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吳雅祺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榜眼銀章 

5D 彭梓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陳灝雯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D 梁信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E 崔倬僑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E 伍詩慧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E 黃倩儀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5E 葉芷菁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探花銅章 

 

17. 全年最佳進步獎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李景棠 學業最佳進步獎 

1A 凌峰 學業最佳進步獎 

1B 蔡佩盈 學業最佳進步獎 

1B 馬滈銘 學業最佳進步獎 

1C 孫婧潼 學業最佳進步獎 

1C 黃星恒 學業最佳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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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許銘高 學業最佳進步獎 

1D 顏凱彥 學業最佳進步獎 

1E 陳智杰 學業最佳進步獎 

1E 莊鎮謙 學業最佳進步獎 

2A 趙穗源 學業最佳進步獎 

2A 何菀菁 學業最佳進步獎 

2B 何錦鴻 學業最佳進步獎 

2B 蘇芷慧 學業最佳進步獎 

2C 陳振安 學業最佳進步獎 

2C 陳鈞祥 學業最佳進步獎 

2D 陳泓健 學業最佳進步獎 

2D 廖峻軒 學業最佳進步獎 

2E 鍾熙媛 學業最佳進步獎 

2E 胡衍瑩 學業最佳進步獎 

3A 蔡國豪 學業最佳進步獎 

3A 余岳橋 學業最佳進步獎 

3B 羅凱頤 學業最佳進步獎 

3B 管弘 學業最佳進步獎 

3C 張梓軒 學業最佳進步獎 

3C 李汶謙 學業最佳進步獎 

3D 陳文謙 學業最佳進步獎 

3D 蔡尚仁 學業最佳進步獎 

3E 黃卓嵐 學業最佳進步獎 

3E 黃澧賢 學業最佳進步獎 

4A 王曉琦 學業最佳進步獎 

4A 姚妙騫 學業最佳進步獎 

4B 高思惠 學業最佳進步獎 

4B 劉進昇 學業最佳進步獎 

4C 陳雋軒 學業最佳進步獎 

4C 張頌怡 學業最佳進步獎 

4D 彭姿榕 學業最佳進步獎 

4D 蘇曉洋 學業最佳進步獎 

4E 張綽琳 學業最佳進步獎 

4E 梁啟賢 學業最佳進步獎 

5A 張倩婷 學業最佳進步獎 

5A 馮嘉慧 學業最佳進步獎 

5B 歐瑋峯 學業最佳進步獎 

5B 鍾樂兒 學業最佳進步獎 

5C 馮浩齊 學業最佳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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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李昆燁 學業最佳進步獎 

5D 陳怡霖 學業最佳進步獎 

5D 湯寶麒 學業最佳進步獎 

5E 廖振杰 學業最佳進步獎 

5E 葉芷青 學業最佳進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