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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  

 

 項目 獎項／得獎者 

12 月 第二十七屆陸運會 -男甲 100 公尺冠軍 

4C 羅偉浩 

-男甲 100 公尺亞軍 

3A 陳豪杰 

-男甲 100 公尺季軍 

6A 陳梓鑫 

-男乙 100 公尺冠軍 

3A 廖嘉明 

-男乙 100 公尺亞軍 

2B 李文浩 

-男乙 100 公尺季軍 

2B 吳浩文 

-男丙 100 公尺冠軍 

1C 林峻熙 

-男丙 100 公尺亞軍 

2B 佘善衡 

-男丙 100 公尺季軍 

2A 招永杰 

-女甲 100 公尺冠軍 

5C 劉天恩 

-女甲 100 公尺亞軍 

6A 周雪芬 

-女甲 100 公尺季軍 

3B 鍾宇藍 

-女乙 100 公尺冠軍 

2A 莫凱欣 

-女乙 100 公尺亞軍 

3B 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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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乙 100 公尺季軍 

3A 王紫 

-女丙 100 公尺冠軍 

1A 黃怡文 

-女丙 100 公尺亞軍 

2A 周伊晴 

-女丙 100 公尺季軍 

2B 黎希昕 

-男甲 200 公尺冠軍 

4C 羅偉浩 

-男甲 200 公尺亞軍 

4B 陳煌亮 

-男甲 200 公尺季軍 

6A 黃敏毅 

-男乙 200 公尺冠軍 

3A 廖嘉明  

-男乙 200 公尺亞軍 

3C 楊景盛 

-男乙 200 公尺季軍 

2B 李文浩 

-男丙 200 公尺冠軍 

1C 林峻熙 

-男丙 200 公尺亞軍 

1A 林志銘 

-男丙 200 公尺季軍 

2A 黎梓楓 

-女甲 200 公尺冠軍 

5C 劉天恩 

-女甲 200 公尺亞軍 

3B 鍾宇藍 

-女甲 200 公尺季軍 

6A 甄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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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乙 200 公尺冠軍 

3B 黃靜彤 

-女乙 200 公尺亞軍 

4C 郭婉盈 

-女乙 200 公尺季軍 

3B 黃悅 

-女丙 200 公尺冠軍 

1A 黃怡文 

-女丙 200 公尺亞軍 

1B 黃靜文 

-女丙 200 公尺季軍 

2B 黎希昕 

-男甲 400 公尺冠軍 

4B 陳煌亮 

-男甲 400 公尺亞軍 

4C 趙善康 

-男甲 400 公尺季軍 

4A 吳國燊 

-男乙 400 公尺冠軍 

4A 楊詩迪 

-男乙 400 公尺亞軍 

3A 施逸程 

-男乙 400 公尺季軍 

4A 鄭志聰 

-男丙 400 公尺冠軍 

1A 練晉匡 

-男丙 400 公尺亞軍 

2A 歐鑫 

-男丙 400 公尺季軍 

2A 何悉賢 

-女甲 400 公尺冠軍 

4A 陳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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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甲 400 公尺亞軍 

6A 冼卓寧 

-女甲 400 公尺季軍 

5C 劉小怡 

-女乙 400 公尺冠軍 

3B 黃靜彤 

-女乙 400 公尺亞軍 

3B 梁海嵐 

-女乙 400 公尺季軍 

4A 佘靜雯 

-男甲 800 公尺冠軍 

5A 黃潤鈞  

-男甲 800 公尺亞軍 

5A 鍾肇彬 

-男甲 800 公尺季軍 

4C 陳俊康 

-男乙 800 公尺冠軍 

4A 歐陽芷政 

-男乙 800 公尺亞軍 

3A 施逸程 

-男乙 800 公尺季軍 

3B 陳穎深 

-女甲 800 公尺冠軍 

6A 李惠引 

-女甲 800 公尺亞軍 

5C 劉子禧 

-女甲 800 公尺季軍 

5C 何昕瞳 

-女乙 800 公尺冠軍 

3B 黃依琳 

-女乙 800 公尺亞軍 

3B 梁海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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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乙 800 公尺季軍 

3B 丘晶瑩 

-男甲 1500 公尺冠軍 

4C 趙善康 

-男甲 1500 公尺亞軍 

5B 曾博浩 

-男甲 1500 公尺季軍 

5A 黃潤鈞 

-男乙 1500 公尺冠軍 

4A 歐陽芷政 

-男乙 1500 公尺亞軍 

4A 鄭志聰 

-男乙 1500 公尺季軍 

3B 許肇峻 

-女甲 1500 公尺冠軍 

6A 冼卓寧 

-女甲 1500 公尺亞軍 

5C 劉子禧 

-女甲 1500 公尺季軍 

5C 林明琪 

-女乙 1500 公尺冠軍 

3B 黃依琳 

-女乙 1500 公尺亞軍 

4A 李煦怡 

-女乙 1500 公尺季軍 

4A 佘靜雯 

-男甲 110 公尺高欄冠軍 

6A 陳梓鑫 

-男甲 110 公尺高欄亞軍 

5C 劉軒駿 

-男甲 110 公尺高欄季軍 

3A 陳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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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乙 110 公尺高欄冠軍 

3B 戚國威 

-男乙 110 公尺高欄亞軍 

3B 陳鎮灃 

-男乙 110 公尺高欄季軍 

3B 許肇峻 

-女甲 100 公尺低欄冠軍 

6A 周雪芬 

-女甲 100 公尺低欄亞軍 

6A 李惠引 

-女甲 100 公尺低欄季軍 

6B 黃詩詠 

-男甲跳高冠軍 

6A 黃敏毅 

-男甲跳高亞軍 

6A 陳梓鑫 

-男甲跳高季軍 

3B 馬嘉豪 

-男乙跳高冠軍 

3A 潘理真 

-男乙跳高亞軍 

4A 張顥譯 

-男乙跳高季軍 

2C 張煒軒 

-男丙跳高冠軍 

1A 練晉匡 

-男丙跳高亞軍 

2B 胡廣霖 

-女甲跳高冠軍 

5C 劉子禧 

-女甲跳高亞軍 

5C 劉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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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甲跳高季軍 

5C 鄺汶慧 

-女乙跳高冠軍 

3B 黃依琳 

-女乙跳高亞軍 

2A 莫凱欣 

-女乙跳高季軍 

2A 趙雅宜 

-男甲跳遠冠軍 

4B 陳煌亮 

-男甲跳遠亞軍 

4C 羅偉浩 

-男甲跳遠季軍 

6A 黃敏毅 

-男乙跳遠冠軍 

3B 戚國威 

-男乙跳遠亞軍 

2B 李文浩 

-男乙跳遠季軍 

4A 謝文軒 

-男丙跳遠冠軍 

2B 佘善衡 

-男丙跳遠亞軍 

2A 招永杰 

-男丙跳遠季軍 

2A 歐鑫 

-女甲跳遠冠軍 

5C 劉天恩 

-女甲跳遠亞軍 

6A 廖翠娜 

-女甲跳遠季軍 

5A 吳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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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女乙跳遠冠軍 

3B 黃靜彤 

-女乙跳遠亞軍 

4C 郭婉盈 

-女乙跳遠季軍 

3A 莊美盈 

-女丙跳遠冠軍 

1A 黃怡文 

-女丙跳遠亞軍 

2A 解凌欣 

-女丙跳遠季軍 

1A 林芷晴 

-男甲三級跳遠冠軍 

5A 何海杰 

-男甲三級跳遠亞軍 

4C 陳俊康 

-男甲三級跳遠季軍 

6B 黃頌文 

-男乙三級跳遠冠軍 

3B 戚國威 

-男乙三級跳遠亞軍 

4A 歐陽芷政 

-男乙三級跳遠季軍 

3B 許肇峻 

-男甲推鉛球冠軍 

5B 李振邦 

-男甲推鉛球亞軍 

6B 許源 

-男甲推鉛球季軍 

6A 蔡秋松 

-男乙推鉛球冠軍 

4B 林兆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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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乙推鉛球亞軍 

4A 張進 

-男乙推鉛球季軍 

2B 許諾言 

-男丙推鉛球冠軍 

2A 林泳軒 

-男丙推鉛球亞軍 

2B 徐偉倫 

-男丙推鉛球季軍 

1B 尤偉霖 

-女甲推鉛球冠軍 

5C 胡依玲 

-女甲推鉛球亞軍 

6A 冼卓寧 

-女甲推鉛球季軍 

5B 彭佩雯 

-女乙推鉛球冠軍 

3A 盧天兒 

-女乙推鉛球亞軍 

3B 韋洛瑤 

-女乙推鉛球季軍 

4A 佘靜雯 

-女丙推鉛球冠軍 

2A 解凌欣 

-女丙推鉛球亞軍 

2C 陳泳嫦 

-女丙推鉛球季軍 

2B 楊思懿 

-男甲擲標槍冠軍 

4A 李家興 

-男甲擲標槍亞軍 

5C 劉軒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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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甲擲標槍季軍 

6A 蔡秋松 

-男乙擲標槍冠軍 

3A 廖嘉明 

-男乙擲標槍亞軍 

4B 林兆浚 

-男乙擲標槍季軍 

4A 楊詩迪 

-女甲擲標槍冠軍 

6A 林映君 

-女甲擲標槍亞軍 

5A 吳美璇 

-女甲擲標槍季軍 

5B 彭佩雯 

-男丙擲壘球冠軍 

2B 佘善衡 

-男丙擲壘球亞軍 

2A 吳國彬 

-男丙擲壘球季軍 

1C 林峻熙 

-女丙擲壘球冠軍 

2A 陳穎潼 

-女丙擲壘球亞軍 

2C 陳泳嫦 

-女丙擲壘球季軍 

2B 劉凱雯 

-女丙個人全場冠軍 

1A 黃怡文 

-女乙個人全場冠軍 

3B 黃靜彤  3B 黃依琳 

-女甲個人全場冠軍 

5C 劉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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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丙個人全場冠軍 

2B 佘善衡 

-男乙個人全場冠軍 

3B 戚國威   3A 廖嘉明 

-男甲個人全場冠軍 

4B 陳煌亮  4C  羅偉浩 

1 月 課外活動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主辦會中

一澳門之旅電子報告製作及滙報比賽 

 

最佳電子報告製作及滙報 

1A 原思琪 

1A 唐芷若 

1B 楊沚澄 

1B 陳曦 

 課外活動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主辦會中

一澳門之旅導賞短片 

最佳導賞短片 

1A 陳响冲 1B 楊致塱 

1A 黃怡文 1C 陳浩文  

1A 原詩琪  

1A 唐芷若  

1B 郭芷彤 

1B 鄭惠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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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英文科網上學習評台 I-LEARNER上學期中五級 金獎 

5A 吳美旋 

5C 陳卓廷 

 英文科網上學習評台 I-LEARNER上學期全級首

三名 

2A 胡佳妮  2A 解凌欣 

2A 王俊儒  5A 吳美璇 

5C 陳卓廷  5A 黃潤鈞 

3 月 中六級學科獎 學業獎 

全級第一名  6A 林映君 

全級第二名  6A 林嘉美 

全級第三名  6A 李惠引 

 

學科獎 

中國語文科  6A 林映君 

中國歷史科  6A 李惠引 

英國語文科  6A 林嘉美 

數學科      6A 林映君 

組合科學科  6A 林映君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6A 何耀康 

生物科      6A 林映君 

通識教育科  6A 陳美怡 

地理科      6A 蘇欣潼 

經濟科      6A 林嘉美 

視覺藝術科  6A 黃詩穎 

體育科      6A 冼卓寧  / 6A 陳梓鑫 

旅遊與款待  6A 陳美怡 

 

最進步學生獎 

第一名  6A 黃敏毅 

第二名  6B 呂衍峰 

第三名  6B 樊榮祺 

 

6 月 美麗人生服務學習計劃 優秀紀錄冊 

2A 胡佳妮   2A  李昕彤   2A 莫凱欣 

2B 陳曉雯   2B  陳可盈   2B 何藹霖 

2C 麥銘曦   2C  楊嘉敏   2C 鄭惠婷 



(學生校外成就) P.13 

30/4/2013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無限愛心之旅」社會服

務獎勵計劃 

銀獎 

2C 游蔚晴   2B 劉凱雯   2C 陳泳嫦 

2A 解凌欣   2B 楊思懿   5C 劉小怡 

銅獎 

4A 張進     4A 張顥譯    4A 簡國石 

4A 李家興   4A 吳國燊    4A 楊詩迪 

2B 陳進庭   2B 李子倫    4C 梁芷琦 

4C 王瑜     2B 陳可盈    2B 黎希昕 

1A 宋樂彤   4B 張文壕    4A 謝文軒 

2C 楊嘉敏   2B 徐偉倫    2B 許諾言 

優異獎 

4C 陳清儀   4C 周曉麗   4C 馬佳茵 

4C 黃詩穎   4C 吳麗妹   4C 陳俊康 

4C 陳俊杰   4C 陳竣逵   4C 張偉文 

4C 許梓煒   4C 劉嘉俊   4C 羅偉浩 

4C 柯卓宏   4C 蘇嘉暉   4C 黃文荃 

2B 譚凱彤   1A 原詩琪   1B 丁詩樂 

1B 楊沚澄   2A 陳斐     2A 周伊晴 

2A 趙雅宜   2A 莫凱欣   2A 楊芷晴 

2A 歐鑫     2A 招永杰   2A 鄧善恒 

2A 黎梓楓   2A 林泳軒   2A 麥皓鈞 

2A 吳澤鴻   2A 吳國彬   2A 王俊儒 

2B 何藹霖   2B 劉俊彥   2B 李文浩 

2B 吳浩文   2B 佘善衡   2B 溫子隆 

2B 黃景揚   2B 王琇琪   2B 胡廣霖 

2B 胡穎佳   2C 陳曉晴   2C 譚樂晞 

2C 林晉弘   2C 麥銘曦   2C 吳浩然 

2C 謝駿韜   2C 胡廣文   2C 翁子熹 

2A 胡佳妮   2B 趙文韜   2A 何悉賢 

2A 羅浩倫   2B 陳曉靜   2A 李昕彤 

1B 楊嘉麗   2B 胡銘澄   4B 李嘉俊 

4A 陳婉兒   4A 鄭志聰   4B 林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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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4B 黃施恩   4A 佘靜雯   4B 岑志遠 

4C 郭婉盈   4B 林南全   4B 李思龍 

4B 王麟森   4B 黃名奏   4B 黃映桓 

4A 何采儀  4A 歐陽芷政  4A 蔡凱然 

4A 梁振鴻   4A 洪綽謙   4B 林兆浚 

4B 黃俊濤   4B 朱僑偉   2A 陳穎潼 

4A 黃卓     4A 李靜     4A 劉思源 

4B 陳煌亮   4B 潘嘉洛   1A 黃樂瑜 

2C 鄭惠婷   2C 鄭煥偉   5C 施穎怡 

2A 陳燕珊   2C 何思樂   5B 凌浩誠 

5C 劉子禧   5C 洪淑怡   5C 林明琪 

5C 陳晉豪   3C 葉浩文   4A 李煦怡 

5A 曾傲程   5C 劉天恩   5C 朱泓叡 

5C 黃偉豪   4A 刁漢基 

 課外活動委員會主辦活力學生獎勵計劃 金獎 

1A 林芷晴   4A 陳婉兒   4A 李煦怡 

4A 佘靜雯   4A 鄭志聰   4A 蔡凱然 

5C 劉天恩 

 

銀獎 

3A 郭斯佩   4A 李  靜   5A 鍾肇杉 

5C 洪淑怡   5C 陳晉豪 

 

銅獎 

1B 楊沚澄   1B 楊致塱   1B 陳  曦 

2A 陳燕珊   2A 解凌欣   2A 李昕彤 

2A 莫凱欣   2A 鄧善恒   2A 何悉賢 

2A 黎梓楓   2A 林泳軒   2A 吳國彬 

2B 黎晞昕   2C 陳泳嫦   2C 游蔚晴 

3A 盧天兒   3A 朱穎濠   3B 梁海嵐 

3B 羅頌詩   3B 黃  悅   3B 陳家希 

4A 黃  卓   4A 謝文軒   4B 陳煌亮 

5B 彭佩雯   5C 鄺汶慧   5C 劉子禧 

5C 劉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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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課外活動委員會主辦 時代廣場服務獎 

5C 劉天恩  5C 鄺汶慧  4A 佘靜雯 

4A 鄭志聰  4A 蔡凱然 

 

服務獎 

5B 黃卓弘  5C 施穎怡  5C 何昕曈 

5C 林明琪  5C 劉小怡  4A 簡國石 

4A 陳婉兒  3C 陳德揚  2C 陳泳嫦 

2A 周伊晴 

6 月 中一級韓國 STEM 教育及文化學習之旅 最佳攝影獎(南山首爾塔) 

1A 許澤滿  1A 蔡慧妍  1A 林溢允 

1A 李政同  1A 陳响冲 

 

最佳攝影獎(南山韓屋村) 

1B 陳曦    1B 鄭惠妙 

1B 戚思睿  1B 吳銘全 

 
中一級韓國 STEM 教育及文化學習之旅 

最佳影片介紹獎 

1A 高惠美  1A 唐芷若  1A 張鍵雄 

1A 林志銘  1A 林志銘 

 
中一級韓國 STEM 教育及文化學習之旅 

最佳電子報告及匯報獎 

1A 高惠美  1A 唐芷若  1A 張鍵雄 

1A 林志銘  1A 林志銘 

7 月 課外活動委員會主辦 班級服務獎 

1A 練晉匡  1A 黃冠樺 

1B 楊致塱  1B 陳曦 

1C 何庭璋 

2A 莫凱欣  2A 麥皓鈞 

2B 黎希昕  2B 許諾言 

2C 陳泳嫦  2C 麥銘曦 

3A 王  紫  3A 丘晶瑩 

3B 許肇峻  3B 楊振廷 

3C 鄭杰文  3C 周嘉耀 

4A 簡國石  4A 楊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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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黃施恩  4B 陳煌亮 

4C 郭婉盈  4C 梁芷琦 

5A 游卓姸  5A 張奕熙 

5B 李振邦  5B 凌浩誠 

5C 劉子禧  5C 陳晉豪 

 「潮中巨星」 個人組冠軍 

5C 周焯希 

個人組亞軍 

2C 陳泳嫦 

個人組季軍 

3B 魏佑融 

 

團體組冠軍 

5A 曾  鴻  5A 鍾肇彬  5A 曾傲程 

5A 謝冠傑  5A 鄭晉軒  5B 黃卓弘 

4C 陳俊康  5A 何海杰  5A 張奕熙 

4B 胡銘澄 

 

團體組亞軍 

5C 陳晉豪  5C 劉子禧  5C 劉小怡 

5B 何詠兒  5C 林明琪  5C 洪淑怡 

 

團體組季軍 

5C 周焯希  5B 何卓南  5C 朱泓叡 

5B 幸思祈  5B 曾博浩  5A 何海杰 

 

最具笑聲獎 

5A 曾  鴻  5A 鍾肇彬  5A 曾傲程 

5A 謝冠傑  5A 鄭晉軒  5B 黃卓弘 

4C 陳俊康  5A 何海杰  5A 張奕熙 

4B 胡銘澄 

 

最受歡迎獎 

5A 曾  鴻  5A 鍾肇彬  5A 曾傲程 

5A 謝冠傑  5A 鄭晉軒  5B 黃卓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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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陳俊康  5A 何海杰  5A 張奕熙 

4B 胡銘澄 

 

最佳合作獎 

5C 陳晉豪  5C 劉子禧  5C 劉小怡 

5B 何詠兒  5C 林明琪  5C 洪淑怡 

 

最具創意獎 

5C 周焯希  5B 何卓南  5C 朱泓叡 

5B 幸思祈  5B 曾博浩  5A 何海杰 

 

 中一級中文科作文比賽 冠軍 

1A 林志銘 

亞軍 

1A 唐芷若 

季軍 

1A 高惠美 

 環境教育組與中國語文科合辦中一級環保說故

事比賽 

冠軍 

1B 戚思睿 

亞軍 

1B 楊致塱 

季軍 

1C 陳浩文 

 中文科與生活社會科合辦中二上海學習體驗之

旅暨中二作文比賽 

冠軍 

2C 吳浩然 

亞軍 

2A 吳國彬 

季軍 

2C 胡廣文 

 環境教育組與中國語文科合辦中五作文比賽 冠軍 

5A 張栲研 

亞軍 

5B 何詠兒 

季軍 

5B 伍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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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5A 鍾肇杉 

5C 施穎怡 

5C 林明琪 

5C 洪淑怡 

 中文科與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中四服務學習延

伸活動暨中四作文比賽 

冠軍 

4A 鄭志聰 

亞軍 

4A 李家興 

季軍 

4C 黃詩穎 

優異獎 

4A 佘靜雯  4A 李思龍  4B 岑志遠 

 中文科與環境教育組合合辦中五作文比賽 冠軍 

5A 張栲妍 

亞軍 

5B 何詠兒 

季軍 

5B 伍家欣 

優異獎 

5A 鍾肇杉 

5C 施穎怡 

5C 林明琪 

5C 洪淑怡 

 學科獎 中一級 

第一名 1A 高惠美 

第二名 1A 林溢允 

第三名 1A 張鍵雄 

 

中國語文 1A 陳曦 

中國歷史 1A 林志銘 

科學     1A 林志銘 

普通電腦 1A 林志銘 

家政     1A 唐芷若 

數學     1A 林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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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語文 1A 李政同 

音樂     1A 林溢允 

視覺藝術 1A 唐芷若 

設計與科技 1A 唐芷若 

生活與社會 1A 高惠美 

普通話   1A 林志銘 

體育     1B 戚偲睿  1A 陳曦 

 

中二級 

第一名 2A 王俊儒 

第二名 2A 胡佳妮 

第三名 2A 吳國彬 

 

中國語文 2A 解凌欣 

中國歷史 2A 王俊儒 

科學     2A 林泳軒 

普通電腦 2A 鄧善恒 

家政     2A 陳 斐 

數學     2A 趙雅宜 

英國語文 2A 何悉賢 

音樂     2A 鄧善恒 

視覺藝術 2A 陳 斐 

設計與科技 2A 黎梓楓 

生活與社會 2A 胡佳妮 

普通話   2A 胡佳妮 

體育     2A 吳國彬  2A 莫凱欣 

 

中三級 

第一名 3B 陳家希 

第二名 3B 梁海嵐 

第三名 3B 錢俊兒 

 

中國語文 3B 陳家希 

中國歷史 3B 朱穎濠 

科學     3B 陳家希 

音樂     3B 羅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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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3B 魏佑融 

家政     3B 鍾宇藍 

設計與科技 3B 楊慧茹 

生活與社會 3B 陳家希 

普通話   3B 鍾宇藍 

普通電腦 3B 陳家希 

視覺藝術 3B 楊慧茹 

數學     3B 許肇峻 

體育     3A 黃錦珽  3A 盧天兒 

 

中四級 

第一名 4A 李家興 

第二名 4A 蔡凱然 

第三名 4A 鄭志聰 

 

中國語文 4A 李家興 

中國歷史 4B 黃俊濤 

英國語文 4A 李家興 

數學科   4A 楊詩迪 

組合科學 4A 李家興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吳國燊 

生物科   4A 蔡凱然 

通識教育 4A 李家興 

地理科   4A 佘靜雯 

經濟     4A 鄭志聰 

視覺藝術 4A 李靜 

體育     4A 李煦怡  4A 鄭志聰 

旅遊與款待  4A 李靜 

藝術發展  4A 鄭志聰 

 

 

中五級 

第一名 5C 劉丞淦 

第二名 5C 陳卓廷 

第三名 5C 鄺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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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5C 鄺汶慧 

中國歷史 5C 劉小怡 

英國語文 5C 劉丞淦 

數學科   5C 陳卓廷 

組合科學 5C 陳卓廷 

資訊及通訊科技  5C 周卓希 

生物科   5C 黃偉豪  

通識教育 5C 施穎怡 

地理科   5C 劉丞淦 

經濟     5C 劉丞淦 

視覺藝術 5C 陳晉豪 

體育     5C 劉天恩   5C 黃偉豪 

旅遊與款待  5C 鄺汶慧 

 

最進步學生 

中一級   1B 鄭惠妙   1C 曾士賢 

中二級   2B 劉俊彥   2C 胡廣文 

中三級   3B 許肇峻   3A 黃俊傑 

中四級   4A 楊詩迪   4A 李家興 

中五級   5A 張奕熙   5B 劉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