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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獲獎項目 

(1) 上學期學業評核 
 

班別 
學業獎 

學業進步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黃浩然 鄭浩南 羅芷悠 李曉彬 

1B 黎焯欣 何梓澄 梁珮珊 何梓澄 

1C 黃梓柔 黃啟賢 林曉彤 梁煒文 

1D 羅博文 霍俊杰 陳毅霖 張海濤 

2A 文竣煒 陳明俊 蘇貴靈 - 

2B 盧炳豪 李景翔 林家渝 - 

2C 張尚宝 馮學賢 鍾敏婷 - 

2D 周得永 高曉煖 林浩 林靖軒 

3A 鍾映澄 梁昕喬 陳俊樂 朱樂謙 

3B 袁建豪 黃琤瑩 - - 

3C 王升宏 葉峻賢 林煒原 朱倬民 

3D 周梓穎 梁志煊 胡樂熙 羅栢灝 

4A - - - - 

4B - - - - 

4C 麥鏵聰 黃健希 吳樹斌 - 

4D 周浩然 王若薇 陳健行 王若薇 

4E 黃頌祺 黃子軒 李文迪 張浩楊 

5A 方健彬 陳雅妍 梁曉倩 - 

5B 陳銘達 梁紫晴 楊詠彤 - 

5C 陸鉦濤 阮家鋒 黃婥琳 卓柏羲 

5D 蘇海彤 陳俊樺 呂頌然 - 

5E 施卓龍 黃俊康 陳諾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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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學期各科全級第一名 
 

班別 學  生 科  目 

1A 黃浩然 中外歷史 

1B 何梓澄 生活與環境 

1C 蕭子賢 數學 

1C 黃啟賢 科學(中一至中三) 

1C 黃梓柔 普通話 

1D 鄭焯瑤 視覺藝術 

1D 羅博文 
數學 英國語文 普通電腦科 

科學(中一至中三) 

1D 麥泳琳 中國語文 

 
班別 學  生 科  目 

2B 伍恭慧 視覺藝術 

2C 張尚宝 數學 

2C 馮學賢 科學(中一至中三) 

2C 林粟康 數學 

2D 陳梓城 科學(中一至中三) 

2D 周得永 普通話 中國語文 

2D 高曉煖 中外歷史 

2D 黎嘉偉 普通電腦科 

2D 司徒焯軒 英國語文 

2D 施偉豪 數學 

2D 許棟銘 生活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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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  生 科  目 

3A 朱樂謙 普通電腦科 

3A 鍾映澄 化學 數學 生物 

3A 蕭愷婷 數學 

3C 林曉昌 普通電腦科 

3C 王升宏 物理 中外歷史 

3C 姚詠馨 普通電腦科 

3C 葉峻賢 生活與環境 

3D 周梓穎 物理 

3D 洪瑋琪 中國語文 視覺藝術 

3D 梁志煊 數學 生物 

3D 胡樂熙 化學 英國語文 

班別 學  生 科  目 

4A 周梓晴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4A 麥嘉俊 中國歷史 

4C 江偉杰 地理 

4C 黃健希 化學 

4D 周浩然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D 黎以澄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4D 李佩樺 英國語文 

4D 王若薇 通識教育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吳卓芝 歷史 經濟 

4E 張浩楊 化學 

4E 張栢肇 生物 

4E 李梓渝 中國語文 

4E 
李文迪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4E 黃頌祺 物理 

4E 黃子軒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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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  生 科  目 

5B 吳穎欣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5C    陳浚謙 化學 

5C 陸鉦濤 歷史 中國歷史 

5C 阮家鋒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物理 

5D 陳俊樺 中國語文 

5D 周穎琳 地理 

5D 呂頌然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5D 吳偉楠 通識教育科 數學（必修部分） 

5D 蘇海彤 經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D 黃善其 資訊及通訊科技 

5E 姜豪迪 生物 

5E 施卓龍 物理 化學 

5E 譚兆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