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年操行優等獎 3. 社群服務獎 6. 分科獎 8. 學業嘉許獎 9. 學業良好獎 12. 學業優異獎

中三級 陳綺琳 中一級 中一級 陳思衡 中一級 鍾欣彤 中二級 梁碧妍

中一級 劉映廷 中五級 張卓螢 鄭詠童 葉思婷 中國語文科、普通話科、地理科 張珈澄 中二級 譚梓瑤 中三級 吳泳潼

鍾智翹 郭芷榕 王顥殷 英國語文科、數學科、科學科 黎語希 周詩雅 余雅喬

司徒可喻 劉詩婷 麥紹如 黃韵 體育科 劉映廷 中三級 譚敏妍

吳卓桐 倫仲鍶 徐嘉希 黃揚鈴 通識科 陳暐澄 許雅汶 黃蔚桐

袁韻詩 魏嘉雯 何俐漹 歷史與文化科 何敏熙 中四級 吳泳羲 中四級 陳慧芯

中二級 鄭詠羚 戴映文 梁晶晶 凌復 音樂科 司徒可喻 林煒恩 陳慧欣

馮曉瑩 曾可澄 中四級 賴綺伶 陳瑋澄 科技與生活科 梁雅然 陸嘉慧 劉慧盈

李橋悅 謝佩霖 劉詩晴 電腦科 劉睿 中五級 劉詩婷 何潔珊

譚梓瑤 黃筠雅 李宛熹 倫仲鍶 中五級 李加善

曹瓊月 黃詠琦 麥穎妍 黃揚鈴 黃詠琦 蘇可盈

梁碧妍 伍泳梅 區詠瑤 中二級 中二級 鄭詠羚 周穎賢

潘可兒 余靜雯 蔡蓮敏 梁碧妍 音樂科、歷史與文化科 張子琳 朱穎祈

蘇殷喬 陳凱妮 鄺卓盈 孔靜思 科技與生活科、科學科 何敏瑜 謝佳鳳

譚寶怡 陳子茵 李珈晴 羅碧琪 中國語文科 林汶樂 楊芷欣

周曉盈 朱穎祈 何卓妍 周詩雅 英國語文、數學科 莫淼芝 葉思慧

張詩琦 朱穎鎕 古嘉澄 鄧寶華 地理科 蘇凱晴

丁海盈 徐靜彤 林曉茵 張子琳 通識科 張可兒

郟芷筠 徐沛甄 陳安琦 黃頌華 視藝科 曹瓊月

林可如 何嘉雯 中五級 陳鳴茱 何佩芝 電腦科 李穎妍 10. 下學期全級成績前列獎

鄧寶華 李加善 陳淑倪 蘇凱晴 體育科 梁碧妍 中一級

黃梓悅 梁芷靜 陳淑華 潘可兒 鍾欣彤

中三級 陳卓詩 盧敏婷 陳璧琛 蘇殷喬 司徒可喻

崔曉恩 常悅僖 何詠儀 中三級 譚寶怡 王顥殷

蘇可盈 劉詩婷 余雅喬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生物科、物理科 黃筠婷 葉思婷

韓廷姿 謝佳鳳 倫仲鍶 許雅汶 地理科、、中國歷史科、歷史科 黃愉榛

鄺瑋賢 甄格慧 石寧 ABIGAIL 化學科、英國語文科 何佩芝 中二級

LERMA ABIGAIL LADION 陳嘉霖 孫筱程 楊心慰 通識科 孔靜思 張可兒

鄺芷琪 戴映文 莫泳恩 體育科 羅碧琪 周詩雅

麥紹如 郭曉呈 謝佩霖 李婉雯  電腦科 中三級 崔曉恩 雷曉恩

莫泳恩 鄺施嘉 黃敏川 何思慧 音樂科 潘可兒

吳泳潼 麥穎君 伍泳梅 韓廷姿 梁碧妍

石卓穎 余靜雯 鄺瑋賢

杜敏晴 2. 服務獎 黃詠琦 中四級 麥紹如 中三級

黃樂怡 中三級 陳卓詩 陳家墡 陳慧欣 數學模組二科、物理科、化學科 莫泳恩 韓廷姿

黃芷晴 陳綺琳 陳嘉詠 何潔珊 中國語文科、經濟科 吳泳潼 黃蔚桐

余雅喬 崔曉恩 何芷蕎 陸嘉慧 中國歷史科、歷史科 石卓穎 譚敏妍

李巧善 韓廷姿 李加善 黃寳霖 英國語文科 杜敏晴 許雅汶

彭雅善 鄺瑋賢 盧敏婷 劉慧盈 數學科 韋曉嵐 余雅喬

蔡旭羲 李婉雯 鍾韻琳 林也 地理科 黃樂怡

黃洛澄 鄺芷琪 黃寳霖 生物科 黃芷晴 中四級

黃蔚桐 吳泳潼 林復晞 張東琳 通識教育科 余雅喬 林煒恩

楊心慰 石卓穎 李麗萍 莊雅晴 視覺藝術科 鄭羨凝 陸嘉慧

吳芷茵 黃芷晴 李蔚珊 蔡樂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吳沚錡 何潔珊

黃翎 許雅汶 黃穎童 陳慧芯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譚敏妍 劉慧盈

何思慧 蔡旭羲 潘鎧潼 潘嘉恩 體育科 鄧心悅 陳慧欣

中四級 蔡樂妍 黃蔚桐 林心弦 音樂科 鄧祉悅

朱海晴 中四級 陳希屏 蔡旭羲 中五級

鍾詠欣 曹芷瑭 4. 學業成績進步獎 黃蔚桐 黃詠琦

劉慧盈 劉慧盈 中一級 譚穎思 中五級 楊心慰 劉詩婷

吳楚炘 吳楚炘 葉思婷 周穎賢 中國語文科、地理科 吳芷茵 李加善

吳泳羲 陳珈翹 方正柔 蘇可盈 英國語文科、經濟科、通識科 吳樂宜 蘇可盈

陳珈翹 崔靖怡 廖心妍 朱穎祈 通識科、生物科 中四級 陳慧芯

崔靖怡 林煒恩 中二級 何佩芝 黃詠琦 數學模組二、物理科、數學科 陳慧欣

何潔珊 林也 何卓盈 劉詩婷 中國歷史科、歷史科 蔡樂妍 11. 立學獎

林煒恩 梁琪 趙施欣 倫仲鍶 數學科 劉慧盈 中三級 孫佩詩

陸嘉慧 陸嘉慧 湯雯伊 葉思慧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李宛熹

倫素欣 倫素欣 中三級 許詠芝 倫仲鍶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崔靖怡

鄧樂怡 鄧樂怡 朱穎欣 楊芷欣 化學科 何潔珊

謝倩怡 謝倩怡 梁茵琳 鄭穎童 視覺藝術科 洪靖兒

黃寳霖 黃寶霖 葉潼琳 胡穎琁 體育科 黃寳霖

王慧蓮 中四級 謝舜絃 中五級 黃筠雅

陳巧恩 鄺凱盈 何嘉雯

陳嘉晴 何卓妍 潘嘉恩 7. 全班全年成績前列獎 何芷蕎

黎倩彤 潘嘉恩 林曉茵 中一級 鍾欣彤 李加善

陳貝珊 中五級 梁詠斯 中五級 謝靜宜 葉思婷 梁芷靜

鍾佩慈 倫仲鍶 陳嘉霖 嚴采蕎 蘇可盈

何卓妍 戴映文 中二級 梁碧妍

古嘉澄 鄧淳慧 余穎欣

林潁沁 黃筠雅 5. 學業成績最進步獎 中三級 余雅喬

潘嘉恩 黃詠琦 中一級 馬可欣 譚敏妍

陳安琦 朱尉瑤 中二級 李梓瑤 吳芷茵

何萃昕 徐靜彤 中三級 莊子晴

林永兒 徐沛甄 中四級 陳凱妍 中四級 陳慧欣

曾熙桐 江芷澄 中五級 張綺婷 何潔珊

黃潔雯 李珈晞 陳巧恩

葉渙雯 李加善 陳貝珊

簡斯林 梁芷靜 中五級 劉詩婷

蘇可盈 蘇可盈

謝佳鳳 蕭沛茹

陳宣彤 鄺芷琪

陳嘉霖 郭曉呈

麥穎君

15-16年度 結業禮領獎生名單 (中一至中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