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年操行優等獎 2. 學業成績進步獎 4. 學業嘉許獎 6. 學業優異獎 9. 社群服務獎 10. 服務獎 13.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四級 周藹昕  中四級 中四級 郭可晴 中四級  中四級 中五級 霍芊芊

鄭思敏 霍芊芊 中五級 黎珈希 鍾惠施 林賽        鍾惠施 鄭思敏

鍾詠恩 何嘉慧 潘曉彤 吳小清 李莉 鍾詠恩

郭可晴 陳詠欣 趙佩儀 趙佩儀 潘曉彤 林賽 14. 推動學風獎(獎學金)

林賽 趙芍恒    學業成績最進步獎 羅文霞 羅文霞 尹淑怡 吳小清 中四級 鄭思敏

林姵彤 鍾楚翹 余恩瑤 中五級 彭雅婷 徐尚琳 吳穎霖 趙佩儀

劉珈莉 馬嘉信 中四級 李翠恩 勞淑盈 連詠均 劉嘉麗 蔡浩琳

吳小清 彭雅婷 中五級 李樂瑤 龐靜怡 尹淑怡 15. 中國文化優才獎

吳穎霖 陳喜玲 中五級 蔡可怡 楊晞翹 中五級 彭雅婷

蔡浩琳 陸嘉惠 3. 學業優秀表現獎 陳詠欣 7. 全班全年成績前列獎 王洛雯 陳旖鈞

楊晞翹 梁永聰 中四級 林賽 中國語文, 地理, 歷史 朱泳婷 中四級 吳穎霖 胡朗庭 趙佩儀

陳旖鈞 連詠均 吳頌恩 英國語文, 體育 王雪瑜 羅文霞 陳依琦 馬栩瀅 16. 藝術教育獎

羅文霞 唐凱琳 郭可晴 數學 張天怡 鍾嘉瑛 葉詠珩 杜淇尉 中四級 余汶婷

趙佩儀 曾寶珊 吳小清 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 黃穎翹 黃若琳 關加御 中五級 馬富信

蔡欣庭  黃芷晴 吳穎霖 化學 王熙宜 李庭欣 黎珈希

杜淇尉 周詩晴 楊晞翹 生物 潘嘉蔚  中五 陳禮盈 羅文霞 郭曉霖

關加御 楊尉寧 劉珈莉 物理, 數學模組二 何嘉慧 潘嘉蔚

李庭欣 潘凱浠 音樂 中五級 霍芊芊 王芷晴 吳頌恩 17. 理科優秀表現獎

胡朗庭 黃佩欣 視覺藝術 歐陽芝言 陳喜玲 鍾嘉瑛 中五級 羅爾雅

馬栩瀅 鍾詠恩 資訊及通訊科技 5. 學業良好獎 張天怡 賴嘉珩 胡朗庭

吳頌恩 余恩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英文), 經濟(英文) 中四級 劉珈莉 陳禧儀 廖芍楓 梁翠碧

黃珮妍 李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文) 吳穎霖 楊尉寧 蕭嘉慧 18.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余恩瑤 練皚媞 楊世樂 中五級 霍芊芊 中五級 楊尉寧

李子欣 中五級 霍芊芊 8. 下學期全級成績前列獎 陳禧儀 何嘉慧

謝穎怡 呂嘉汶 黎子琳 彭雅婷

潘嘉蔚 中五級 彭雅婷 中國語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文), 經濟 歐陽芝言 中四級 林賽 第一名 廖芍楠 楊尉寧 19. 中國歷史科(第三屆夫子盃演講比賽粵

李潔茵 張天怡 英國語文 鄭曉婷 郭可晴 第二名 王苡靜 黃芷晴 中四級 吳小清

胡文曦 羅爾雅 數學, 化學 陳珮然 吳穎霖 第三名

李詠妍 歐陽芝言 通識教育, 地理 連詠均 羅文霞 第四名 11.  全校服務獎

呂學怡 余姿瑩 組合化學 吳小清 第五名 中五級 20. 第七屆國際柔道錦標賽季軍

麥雯霖 蕭凱玟 組合物理 劉梓楹 中五級 黎慧詩

林子雪 霍芊芊 生物 中五級 歐陽芝言 第一名 黃芷晴

劉奕昕 陳珮然 中國歷史, 數學模組一 霍芊芊 第二名

梁翠碧 曾寶珊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英文), 經濟 張天怡 第三名 12. 浸聯會傑出學生

周美君  視覺藝術 彭雅婷 第四名

呂嘉汶 數學模組二 朱泳婷 第五名 中四級 吳穎霖

連詠均 歷史 中五級 張天怡

13-14年度 結業禮領獎生名單 (中四至中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