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學業獎 

第一名 1A 鄧晏晞 

第二名 1A 柳詠程 

第三名 1D 蕭宇陽 

  

中一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 1A 吳鎧楠 

中國歷史 1B 沈明俊 

地理 1A 彭康蕎 

科學 1A 張蕊晴 

普通電腦 1C 葉宗林 

家政 1B 王冬雪 

數學、普通話 1A 陳家輝 

英國語文 1A 朱梓耀 

音樂、視覺藝術 1A 柳詠程 

設計與科技  1C 徐曉揚 

生活與社會、體育 1A 沈浩揚 

體育 1A 陳靜喬 



 

  

中二級學業獎 

第一名 2A 許心懿 

第二名 2A 林雨軒 

第三名 2A 歐陽嘉浚 

  

中二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生活與社會、體育 2A 許心懿 

科學 2A 楊敬謙 

普通電腦、地理、體育 2A 林雨軒 

家政 2A 廖裕鋒 

數學 2A 歐陽嘉浚 

英國語文 2A 黎樂恆 

音樂 2A 鄺紫珊 

視覺藝術 2B 謝俊謙 

設計與科技、普通話  2A 何珮雯 



 

  

中三級學業獎 

第一名 3A 陳景燃 

第二名 3A 陳樂兒 

第三名 3B 鄺芷濰 

  

中三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 3B 温曉珮 

中國歷史 3A 陳潤笙 

科學 3B 鄺芷濰 

音樂、家政、體育 3A 容美林 

英國語文 3B 黃琛茹 

設計與科技 3B 陳鈞傑 

生活與社會 3A 陳景燃 

普通話 3A 鄭惠娜 

普通電腦 3A 陳樂兒 

視覺藝術 3C 黃嘉瑩 

數學 3A 梁肇俊 

體育 3A 曾泓霏 



 

  

中四級學業獎 

第一名 4C 李  莉 

第二名 4C 呂悅希 

第三名 4C 陳浩朗 

  

中四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英國語文、 

數學、地理、體育 

4C 李  莉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梁梓恆 

生物、化學 4C 呂悅希 

公民與社會發展、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體育 4C 陳浩朗 

經濟 4C 彭子軒 

視覺藝術、旅遊與款待 4C 楊詠婷 

藝術發展 4C 謝嘉琦 



 

  

中五級學業獎 

第一名 5A 馬嘉熙 

第二名 5A 羅振裕 

第三名 5A 馬嘉咏 

  

中五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 5A 蔡繼熙 

中國歷史 5A 馬嘉熙 

英國語文、視覺藝術、旅遊與款待 5A 江恩浩 

數學 5A 于仁瑋 

物理、化學 5A 馬嘉咏 

資訊及通訊科技 5C 陳皓軒 

生物、通識教育、地理 5A 羅振裕 

經濟 5A 陳煒翹 

體育 5C 潘海欣 5C 林兆偉 



 

 

  

學生潛能發展委員會獎項 

 

JumpStarter IdeaPop! 

全港中學組 30 強 4C 林凱裕、黃君霈、黃蕾、陳俊希 

  

「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推廣計劃 2021 

優異獎 3B 何卓嘉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5C 陳煥焮 

  

Mission StarGate 

Best Design Award 4C 林凱裕、黃蕾、陳俊希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獎項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全港中學組優異獎 4B 蔡景昆、4C 莫曜駿、許謹、黃君霈 

  



 

勤學力行計劃 

 

優異獎 

1A 林岳華 

1B 連安淳 

1B 林健鵬 

2A 范希柔 

2B 何駿寅 

2D 徐依凡 

3B 林錦雯 

3B 鄧  敏 

3B 張立輝 

 

4C 林凱裕 

4C 李  莉 

4C 呂悅呈 

4C 呂悅希 

4C 陳浩朗 

4C 許俊倫 

5A 李梓嫚 

5A 黃秋華 

5A 陳煒翹 

5A 羅振裕 

 

良好獎 

1A 陳綺彤 1A 凌綽悠 

1A 彭康蕎 1A 沈浩揚 

1B 朱宇彤 1B 黃思齊 

1B 沈明俊 1D 張嘉旭 

2A 陳意晴 2B 韓鐿欣 

2B 譚子澄 2C 詹嘉欣 

2C 廖樂熙 2C 曾灝維 

2C 鄭約翰 2D 趙嘉兒 

2D 李子玲 2D 唐凱晴 

3B 陶子淇 3B 温曉珮 

3B 黃琛茹 4A 薛采旻 

4A 胡汶希 4A 黃逸軒 

4C 莊敏琪 4C 彭子軒 

4C 黃嘉盈 4C 黃君霈 

4C 尤焌熹 5A 鍾成斌 

5A 劉家聰 5B 梁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