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勤學獎 3. 分科獎 4. 全級首5名 5. 學業嘉許獎 6. 學業良好獎 

中一級 中五級 中一級 中一級 中一級 中二級 嚴丹陽

李美萱 李巧善 陳華恩 中國語文 梁芷珊 陳采琳 中三級 任穎恩

黃美雪 鄧潔欣 李沛霈 英國語文 余倩婷 梁芷珊 中四級 潘可兒

陳嘉淳 鄭羨凝 尹芯妍 數學 汪卓媛 羅紫熙 中五級

陳思言 許雅汶 汪卓媛 地理、電腦與資訊科技 楊斯婷 葉翠瑩 中五級 許雅汶

吳紀言 鄺瑋賢 樊紀妍 科技與生活、視覺藝術 李美萱 郭澄曦 中五級

陳寶儀 吳泳潼 吳紀言 電腦與資訊科技 吳紀言 中五級 吳泳潼

黃凱儀 石卓穎 李美萱 科學 中二級 汪卓媛

吳婧嫣 黃樂怡 余倩婷 歷史與文化 霍倩芝 黃凱儀 7. 學業優異獎 

肖靖薇 何思慧 李凱詠 音樂 孔愛詩 中一級 李美萱

黃曉彤 體育 許仲渝 中二級 中二級 陳嘉怡

中二級 2. 青苗學界進步獎 鄧凱芸 普通話 侯曉晴 葉晴 中三級 陳曉晴

陳嘉怡 中二級 陳喜悅 陳嘉怡 梁藝雲 中三級 陳思衡

陳喜悅 中二級 謝祉泓 中二級 廖恩諾 中三級 黎語希

蔡斯雅 中三級 陳靖 梁藝雲 中國語文、普通話 中三級 鄭文晴 中五級 余雅喬

霍倩芝 中三級 黎偉盈 陳嘉怡 英國語文、科學 陳靖 許仲渝 中五級 石卓穎

侯曉晴 中三級 廖心妍 嚴丹陽 數學、地理 鍾欣彤 洪迦瑤

葉晴 中三級 吳佩函 劉悅 通識 黎語希 孔愛詩

劉樂琳 中四級 湯雯伊 侯曉晴 歷史與文化 劉睿 郭晴

梁藝雲 洪迦瑤 科技與生活 陳思衡 林汶恩

廖恩諾 劉樂琳 音樂、體育 譚雯蔚

曾杰榆 陳喜悅 電腦與資訊科技 中四級

鄭文晴 鍾蕙瑤 中三級

許仲渝 中三級 雷曉恩 金詩慧

洪迦瑤 劉睿 中國語文 譚梓瑤 劉映廷

郭晴 鍾欣彤 英國語文 潘可兒 彭雅筣

林汶恩 梁雅然 數學 潘葆姿

陳百慧 陳曉晴 生物、物理、化學 中五級 司徒可喻

嚴丹陽 黎語希 地理 黃蔚桐 黃景婷

周鈺玲 周曉悠 中史 石卓穎 黃揚鈴

劉蒨婷 陳靖 歷史 許雅汶 陳暐澄

毛源 黃揚鈴 通識 吳泳潼 徐希怡

譚雯蔚 汪嘉倩 電腦與資訊科技 余雅喬 梁松俐

陳曉儀 體育 梁雅然

中三級 凌復 音樂 何潔儀

陳靖 施彤 視覺藝術 汪嘉倩

陳曉晴 李綺彤

陳思衡 中四級

張珈澄 譚寶怡 中國語文 中四級

黎語希 李橋悅 英國語文 陳樂恩

劉映廷 潘可兒 通識 趙珮雅

譚穎思 莫淼芝 地理 周詩雅

黃景婷 趙珮雅 化學 羅碧琪

黃揚鈴 曹瓊月 生物 曹瓊月

陳暐澄 譚梓瑤 中國歷史 譚梓瑤

徐希怡 張慧君 經濟

鍾智翹 黎怡茵 視覺藝術 中五級

方正柔 雷曉恩 資訊及通訊科技 李巧善

梁曉楠 林樂宜 數學模組二 黃芷晴

黃彥霖 鄺芷珊 音樂   黃蔚桐

何潔儀 周詩雅 體育

汪嘉倩 Abigail

陳子殷 中五級 黃靖淇

余雅喬 中國語文、 數學、 地理、 數學模組二 黃樂怡

中四級 Abigail 英國語文、生物

陳樂恩 吳泳潼 通識

何敏瑜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李梓瑤 石卓穎 歷史

梁凱喬 黃芷晴 化學

羅碧琪 吳樂宜 中國歷史

潘可兒 簡詩恩 視覺藝術

黃梓悅 莫泳恩 體育

鄭詠羚

曹瓊月

周伊琳

林心怡  

梁碧妍

蘇殷喬

譚寶怡

譚梓瑤

張詩琦

劉綺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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