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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第一名 6A 鄭汶鋮  第六名 6A 陳柏霖 

第二名 6B 陳愉悅  第七名 6B 王柏喻 

第三名 6A 梁嘉穎  第八名 6A 李博揚 

第四名 6B 蕭熙琳  第九名 6B 李潁楠 

第五名 6B 謝芷喬  第十名 6A 黃灝嫣 
  

品行獎 

 

服務獎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一年級 
陳芷澄 葉兆軒 陳慧嘉 柯科秀 

張希悅 古諾曦 趙晉賢 梁柏健 

李宇承 馬熙彤 鍾暐琳 莫梓晴 

二年級 
林明蕙 李紫晴 李姿雅 鄧  寶 

陸弘信 馬嘉僑 鄧  加 秦永樂 

吳禹均 鄧有雄 魏多姿 楊沛珊 

三年級 
李婧琪 陳星羽 陳靄慈 江雅琳 

羅振杰 陳廷深 周皓朗 梁智傑 

温紫蘊 呂昱熹 丘瑞嫣 梁鳳儀 

四年級 
梁礎丞 梁雯惠 陳暉恩 張浩賢 

梁恩琪 黃敬文 陳嘉晴 林明莉 

黃愛琳 黃韻霖 梁栢晞 王樂怡 

五年級 
陳芷欣 孔子怡 陳子軒 顏思雅 

莊卓男 李薈瑩 郭汶淇 戴端樂 

劉樂樂 潘鐿琳 倪浩翔 尹頌晞 

六年級 
陳睿嘉 梁家諾 陳慧渟 方炬明 

何梓鴻 鄧翔曦 韋景宏 夏銘賢 

吳潤姍 楊子霖 胡諾行 敖溱揚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一年級 王思彤 單芷晴 何楸恩 杜潁鏇 

二年級 呂卓珊 歐陽綺晴 王迪楠 黃靖超 

三年級 楊希敏 呂昱熹 陳希洋 蔡牧辰 

四年級 梁栢溢 江承智 朱倬賢 鍾嘉恩 

五年級 劉芷琦 林可兒 張雯霆 謝偉健 

六年級 陳睿嘉 郭紫晴 陳燦林 馬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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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服務獎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一年級 
陳浩樂 周鎧琳 陳慧嘉 關偉軒 

雷淑賢 鄭禮民 鄭進濠 凌海嵐 

邱善茹 劉依依 馮卓康 顏思婷 

二年級 
黃雅媛 范思淇 張浠健 莊梓浟 

魏俊華 杜沛誼 盧信行 莊龐迪 

楊穎妍 王齊治 謝心悠 温卓棊 

三年級 
陳焯喬 關卓希 陳灝 劉均庭 

林昕曈 盤展攸 吳宥樂 李逸晉 

楊予貝 蘇卓峯 邱卓瑩 杜詠詩 

四年級 
楊栢霖 鄺  瑤 陳睿晴 鄺慧心 

顏梓軒 林泊辰 蔡紫瀅 吳汶罡 

姚  朗 周嘉欣 梁璟燊 曾潤垚 

五年級 
陳  澤 鍾偉民 黃貴詩 陳樂詩 

林煜燊 梁烙燃 林紫微 劉美美 

黃子翀 廖朗熙 李紫盈 盧嘉祺 

六年級 
陳柏霖 李鋑咯 陳諾言 蔡康妮 

羅思鳳 林御菲 鄺銘鋒 刁嘉豪 

馬芸慧 蕭熙琳 劉卓嵐 楊哿滐 
 

 

 

愛心咭設計比賽 
主題：「努力學習 積極進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C 鍾暐琳 2D 黃靖超 3B黃小傑 4D李浩賢 5A樂思彤 6B陳愉悅 

亞軍 1A 王思彤 2A 陸弘信 3B梁樂輝 4A袁韋潼 5A施喬菁 6C關諾謙 

季軍 1A 雷淑賢 2C 鄧  加 3B呂昱熹 4A黃梓柔 5B林悅晴 6A張文澔 
        

  全校總冠軍：4D李浩賢  全校第 4 名：1C 鍾暐琳  

  全校總亞軍：5A樂思彤  全校第 5 名：3B黃小傑  

  全校總季軍：2D黃靖超  全校第 6 名：6B陳愉悅  

 

「正向教育」親子活動 
「迎主接福」 

親子創意蔬果拼盤製作比賽 
「虎虎生威」、「勇冠三軍」 

親子賀年菜式製作比賽 
 低年級組 高年級組 

冠軍 3D劉宏諾 4B關朗軒 

亞軍 1C鍾暐琳 4A楊栢霖 

季軍 1C黃鍶培  2A陸弘信  3C黃俊嵐 6B蕭熙琳 

優異獎 1A雷淑賢  1A邱善茹  1B葉蓁蓁 

3B陳星羽  3B關卓希  3B梁樂輝 

 

 

 低年級 高年級 

冠軍 2B范思淇 4B關朗軒 

亞軍 3B關卓希 4D梁宇熹 

季軍 3C黃俊嵐 4A雲惟振 

優異獎 2A 陸弘信       

3D梁鳳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