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2020-2021年度
得獎學生名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周展宏 劉雯妍 陳曦妍
1B 顏紫琪 林榮俊 陳力言
1C 韓星洋 陳力行 徐斯逸
1D 楊宸淏 鄧穎雯 關芷悦
1E 劉諺禧 湯榆晴 莫單
1F 劉琬柔 陳兆源 金可欣
2A 張樂天 黃德樂 劉冠楹
2B 明慇慈 謝睿之 黃韵慧
2C 聶穎姍 陳智平 曾文熙
2D 莫芮靜 梁樂瞳 周紫彤
2E 徐嘉怡 莫芮安 林梓柔
2F 李穎蕎 伍偉洋 何立熙
3A 唐沚晴 許澤標 王韜略
3B 陳靖羲 楊安琪 周夢熙
3C 張竣然 謝旭阳 鄧穎怡
3D 關淨 羅樂怡 鄭雨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A 江冠棋 李惠冰 劉嘉熙
4B 馬沛兒 潘頌恩 嚴雅君
4C 關巧彬 張証嵐 陳玟瑄
4D 吳梓穎 趙朗森 葉沛深
5A 伍津興 朱俊凱 盧浚生
5B 凌鈺珍 李嘉紅 李嘉倩
5C 陳煒君 何昊年 楊晶琪
5D 何梓琳 余浩彰 劉瑶
5E 朱煒軒 盧卓立 李兆熙
5F 唐嘉淇 李溢文 黃濼曈
6A 葉正鵬 吳穎欣 莊靜琳
6B 李燁欽 蔡佳熙 盧奕璇
6C 劉嘉霖 朱明慧 李澤明
6D 陳雪莹 李楊洋 朱婷婷
6E 吳狄恩 劉梓燁 林小暄
6F 劉冠怡 庄俊熙 李浩鵬

1A 劉雯妍 黃栩瑩
1B 何昭葵 葉以林
1C 陳溢軒 張芷穎
1D 關芷悦 鄧穎雯
1E 高梓茵 莫單
1F 李嘉祐 趙綺晴
2A 陳鎧喬 黃晞穎
2B 黃韵慧 游詩怡
2C 聶穎姍 阮弘軒
2D 梁樂瞳 莫芮靜
2E 李天恩
2F 林皓霆 李穎蕎
3A 陳靜雯 戴穎熙
3B 黃子浩 周夢熙
3C 劉天愛 吳逸嵐
3D 陳麗萍 鄭雨萱

4A 黃嘉暉 李惠冰
4B 馬沛兒 嚴雅君
4C 關巧彬 徐苡藍
4D 楊佳桐 葉沛深
5A 陳希欣 余沚凌
5B 李嘉紅 吳逸詩
5C 陳煒君 梁力丹
5D 何梓琳 邵邦
5E 區楚瑶 伍曉琳
5F 馮靖茜 鍾沂霖
6A 戴梓揚 莊靜琳
6B 李燁欽 盧奕璇
6C 朱明慧 方慧滢
6D 陳雪莹 黎家如
6E 林小暄 吳狄恩
6F 劉冠怡 麥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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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江冠棋 黃惠珊
4B 徐煒皓 鍾秀琼
4C 甘采寧 趙俊堯
4D 吳梓穎 潘曉彤
5A 陳希欣 伍津興
5B 凌鈺珍 羅彪
5C 徐志健 李依琳
5D 陳伯賢 曾凱彤
5E 李兆熙 羅玉瑶
5F 李溢文 唐嘉淇
6A 鄺嘉俊 叶艷君
6B 鄭芷怡 曹希遙
6C 陳雪藍 郭潔怡
6D 陳雪莹 李楊洋
6E 劉梓燁 魏宝霓
6F 張樂瑶 庄俊熙

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考試評核不完整，故本學年不設獎學金。

服務獎服務獎

1A 翁秋婷 陳曦妍
周展宏

1B 林榮俊 莫穎桐
顏紫琪 葉以林

1C 陳力行 劉佳烯
1D 鄧穎雯 何日曦
1E 劉諺禧 湯榆晴
1F 李卓殷 陳兆源
2A 陳鎧喬 張樂天
2B 黃韵慧 謝睿之
2C 何曉菲 曾文熙
2D 莫芮靜 吳亦馳
2E 劉展睿 徐嘉怡
2F 林皓霆 李穎蕎
3A 唐沚晴 余政哲
3B 何展聰 王泓浩
3C 鄧浩輝 譚琛懿
3D 黃昭島 羅樂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