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 

獎學金獲獎名單 
 

2A  最高平均分班別 

中文科首名 凌詩琪 

英文科首名 何思鋭  趙珮珩 

數學科首名 何曉欣 

常識科首名 何思鋭 

科學科技科首名 凌詩琪  黃明希 

2B 

中文科首名 錢祉妤 

英文科首名 符凱風 

數學科首名 符凱風 

常識科首名 陳心悠 

科學科技科首名 高梓軒 

2C 

中文科首名 郭皓晴 

英文科首名 黎芷彤 

數學科首名 郭皓晴  羅錦怡 

常識科首名 黎芷彤 

科學科技科首名 黎芷彤 

2D 

中文科首名 伍皓沅 

英文科首名 鄭善予 

數學科首名 黃熙晴 

常識科首名 黃熙晴 

科學科技科首名 胡臻臻 

2E 

中文科首名 吳思雅 

英文科首名 姜希琳 

數學科首名 吳思雅 

常識科首名 吳思雅 

科學科技科首名 吳思雅 

2F 

中文科首名 戴力琛 

英文科首名 李宛芯 

數學科首名 李宛芯 

常識科首名 黃沁妍 

科學科技科首名 戴力琛 

 

 

中文科進步獎 陳皓隆 

英文科進步獎 王溶樺 

數學科進步獎 凌詩琪 

常識科進步獎 蔡 溢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駱釓彣 

 

中文科進步獎 吳雪兒 

英文科進步獎 梁芯妍 

數學科進步獎 陳雅柔 

常識科進步獎 林珈亦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劉心恬 

 

中文科進步獎 周樂兒 

英文科進步獎 譚梓淇 

數學科進步獎 程嘉妍 

常識科進步獎 李雨宏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黎芷彤 

 

中文科進步獎 鄭嘉樂 

英文科進步獎 胡臻臻 

數學科進步獎 黃熙晴 

常識科進步獎 黃熙晴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鄭善予 

 

中文科進步獎 楊健如 

英文科進步獎 郭心兒 

數學科進步獎 黃華韜 

常識科進步獎 陳菀俞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黃華韜 

 

中文科進步獎 羅美儀 

英文科進步獎 李宛芯 

數學科進步獎 黃嘉濼 

常識科進步獎 吳穎汶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宛芯 

 



2021-22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 

獎學金獲獎名單 
 

3A  最高平均分班別 

中文科首名 黎珊姍 

英文科首名 鄧祉祈 

數學科首名 施梓恩 

常識科首名 施梓恩 

科學科技科首名 蔡海輝 

 

3B 

中文科首名 林紫棋 

英文科首名 林紫棋 

數學科首名 楊景熙 

常識科首名 林紫棋 

科學科技科首名 陳書豪 

 

3C 

中文科首名 陳洛瑤  王承鏗 

英文科首名 王承鏗 

數學科首名 許辰晞 

常識科首名 陳洛瑤 

科學科技科首名 王承鏗 

 

3D 

中文科首名 葉子琪 鍾穎宜 

莫凱嵐 

英文科首名 鞠卓希 

數學科首名 葉子琪 

常識科首名 黃寶珠 

科學科技科首名 楊凱進 

 

3E 

中文科首名 吳徐烯  鄧梓洋 

英文科首名 黃穎妍 

數學科首名 關梓烽 

常識科首名 鄧梓洋 

科學科技科首名 楊庭焌 

 

 

 

中文科進步獎 夏幸瑜 

英文科進步獎 紀沛琪 

數學科進步獎 姚天恩 

常識科進步獎 蘇維暐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夏幸瑜 

 

 

中文科進步獎 張星朗 

英文科進步獎 李浠舜 

數學科進步獎 李啟謙 

常識科進步獎 尹紫昕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何梓希 

 

 

中文科進步獎 郭苡琦 

英文科進步獎 符梓洋 

數學科進步獎 麥子夏 

常識科進步獎 陳洛瑤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陳麗雯 

 

 

中文科進步獎 鄺沁賢 

英文科進步獎 洪 奕 

數學科進步獎 葉子琪 

常識科進步獎 黃寶珠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宇軒 

 

 

 

中文科進步獎 吳徐烯 

英文科進步獎 張瑀桐 

數學科進步獎 鄧梓洋 

常識科進步獎 吳徐烯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楊庭焌 

 

 



2021-22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 

獎學金獲獎名單 
 

 

4A  最高平均分班別 

中文科首名 何宇軒 

英文科首名 林佑浚 

數學科首名 梁洪銘  楊家進 

常識科首名 梁洪銘 

科學科技科首名 龍俊賢 

 

4B 

中文科首名 古樂慧 

英文科首名 賴宇軒 

數學科首名 蔡 揚 

常識科首名 劉芷詠 

科學科技科首名 黃星豪 

 

4C 

中文科首名 謝芷瑩 

英文科首名 譚希晴 

數學科首名 吳俊希 

常識科首名 林嘉欣 

科學科技科首名 吳俊希 

 

4D 

中文科首名 楊庭朗 陳靖盈 

英文科首名 林子濠 

數學科首名 林子濠 

常識科首名 劉忻澄 

科學科技科首名 趙皓霖 

 

 

 

 

 

 

 

 

 

 

 

中文科進步獎 何宇軒 

英文科進步獎 杜嘉穎 

數學科進步獎 林弈彤 

常識科進步獎 梁洪銘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龍俊賢 

 

 

中文科進步獎 黃紫楹 

英文科進步獎 賴宇軒 

數學科進步獎 陳羽航 

常識科進步獎 劉芷詠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黃紫楹 

 

 

中文科進步獎 劉穎欣 

英文科進步獎 吳俊希 

數學科進步獎 陳文楠 

常識科進步獎 吳俊希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鄒建恒 

 

 

中文科進步獎 潘柏霖 

英文科進步獎 林子濠 

數學科進步獎 楊芷翹 

常識科進步獎 葉嘉熙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黃浩星 

 

  

  

  

  

 

 

 

 



2021-22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 

獎學金獲獎名單 
 

 

5A  最高平均分班別 

中文科首名 黃澤茵 柯穎儀 

英文科首名 陳依婧 余浩賢 

數學科首名 柯穎儀 

常識科首名 許倩珩 

科學科技科首名 許倩珩 

 

5B 

中文科首名 黎浚聲 

英文科首名 黎浚聲 

數學科首名 陳月瞳 

常識科首名 盧樂謙 

科學科技科首名 李靜琳 

 

5C 

中文科首名 丘敏兒 

英文科首名 譚晉謙 

數學科首名 丘敏兒 

常識科首名 楊孝善 

科學科技科首名 楊孝善 

 

5D 

中文科首名 葉梓軒 甘焯翹 

英文科首名 翟紫彤 

數學科首名 馬巧怡 

常識科首名 葉梓軒 

科學科技科首名 楊焱強 

 

 

 

 

 

 

 

 

 

 

 

中文科進步獎 韓曜聰 

英文科進步獎 張予晴 

數學科進步獎 蘇宛姿 

常識科進步獎 蘇宛姿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許倩珩 

 

 

中文科進步獎 劉浩暉 

英文科進步獎 陳月瞳 

數學科進步獎 陳欣潼 

常識科進步獎 張勤健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吳中臻 

 

 

中文科進步獎 丘敏兒 

英文科進步獎 吳効桓 

數學科進步獎 譚梓晞 

常識科進步獎 楊孝善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楊東陽 

 

 

中文科進步獎 楊振宇 

英文科進步獎 葉梓軒 

數學科進步獎 陳潁峰 

常識科進步獎 韋星朗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黎天賜 

 

  

  

   

 

 

 

 

 



2021-22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 

獎學金獲獎名單 
 

 

 

6A  最高平均分班別 

中文科首名 陳俊城 

英文科首名 梁健韜 

數學科首名 梁健韜 

常識科首名 霍梓睿 曾憲正 

梁健韜 

科學科技科首名 李海銘 霍梓睿 

 

6B 

中文科首名 黃渝婷 

英文科首名 黃渝婷 

數學科首名 陳錦浩 

常識科首名 黃渝婷 梁灝軒 

科學科技科首名 黃渝婷 

 

 

 

 

 

 

 

 

 

 

 

 

 

 

 

 

 

 

 

 

 

 

 

 

中文科進步獎 陳洛晴 

英文科進步獎 陳頌憲 

數學科進步獎 何欣錚 

常識科進步獎 陳致昊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梁健韜 

 

 

 

中文科進步獎 吳君濠 

英文科進步獎 陳錦浩 

數學科進步獎 陳錦浩 

常識科進步獎 葉淑賢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黃偉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