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年度第一學段總結性評估「獎學金獲獎名單」(二至六年級) 

恭賀以下獲獎的班別及學生，名單如下，得獎的同學將獲發獎學金。 

二年級 

最高平均分班別：2A 

2A 

全班第一名 羅詩雅  中文科進步獎 葉迦舜 

全班第二名 陳樂唯  英文科進步獎 葉迦舜 

全班第三名 謝卓軒  數學科進步獎 鄒國禧 

操行獎 吳芷瀅  常識科進步獎 吳芷瀅 

服務獎 黃子烽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吳芷瀅 

2B 

全班第一名 冼卓霖  中文科進步獎 張志杰 

全班第二名 邱文鴻  英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三名 關文軒  數學科進步獎 鍾卓均 

操行獎 鍾卓恩  常識科進步獎 關文軒 

服務獎 葉穎嘉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崔哲桓 

2C 

全班第一名 林梓健  中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二名 郭雍熙  英文科進步獎 盧熙妍 

全班第三名 黃晴  數學科進步獎 郭雍熙 

操行獎 陳欣祺  常識科進步獎 趙霈霏 

服務獎 李承聰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甯芷穎 

2D 

全班第一名 朱嘉蕙  中文科進步獎 蔡樂意 

全班第二名 周梓朗  英文科進步獎 蔡樂意 

全班第三名 袁梓恩  數學科進步獎 蔡樂意 

操行獎 袁梓恩  常識科進步獎 郭雅悠 

服務獎 周梓朗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思淳 

2E 

全班第一名 黃鈞御  中文科進步獎 陳樂晴 

全班第二名 蘇棨諾  英文科進步獎 鄺頌欣 

全班第三名 楊詔棓  數學科進步獎 陳舜禹 

操行獎 黃鈞御  常識科進步獎 鄺頌欣 

服務獎 鄺頌欣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吳凱瞳 

 

 

 

 

 

 

 

 



三年級 

最高平均分班別：3A 

3A 

全班第一名 黃明希  中文科進步獎 蔡溢   李佩恩 

全班第二名 凌詩琪  英文科進步獎 呂樂驊 

全班第三名 何思鋭  數學科進步獎 陳皓隆 

操行獎 歐雅僖  常識科進步獎 張敏希 

服務獎 王信智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陳皓隆 

3B 

全班第一名 郭皓晴  中文科進步獎 郭俊辰 

全班第二名 李宛芯  英文科進步獎 吳思雅 

全班第三名 黃熙晴  數學科進步獎 黃熙晴 

操行獎 郭皓晴  常識科進步獎 胡臻臻 

服務獎 郭心兒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岑曉霖 

3C 

全班第一名 翁聖茵  中文科進步獎 蔡啟鑫 

全班第二名 錢致見  英文科進步獎 鍾卓軒 

全班第三名 姜希琳  數學科進步獎 岑曉晴 

操行獎 袁浠銅  常識科進步獎 莫可瑩 

服務獎 黃沁妍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高梓軒 

3D 

全班第一名 馬竣晞  中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二名 陳菀俞  英文科進步獎 劉芷晴 

全班第三名 殷梓楹  數學科進步獎 李婼彤 

操行獎 李婼彤  常識科進步獎 林逸榮 

服務獎 黃家豪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楊健如 

3E 

全班第一名 王芷楠  中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二名 魏永燦  英文科進步獎 劉柏霖 

全班第三名 李思澄  數學科進步獎 敖浩天 

操行獎 馬琛沂  常識科進步獎 陳政佑 

服務獎 魏永燦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思澄 

3F 

全班第一名 葉璐欣  中文科進步獎 黃華韜 

全班第二名 朱浚鉻  英文科進步獎 朱浚鉻 

全班第三名 林浚彥  數學科進步獎 黃文俊 

操行獎 徐羽潔  常識科進步獎 / 

服務獎 温慧怡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林浚彥 

 

 

 



四年級 

最高平均分班別：4B 

4A 

全班第一名 黎珊姍  中文科進步獎 魏峻傑 

全班第二名 張雅媛  英文科進步獎 張子健 

全班第三名 羅婧嵐  數學科進步獎 崔啓一 

操行獎 董悦雅  常識科進步獎 崔啓一 

服務獎 鍾家瑤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 

 

4B 

全班第一名 林紫棋  中文科進步獎 李兆峰 

全班第二名 陳書豪  英文科進步獎 李芷翹 

全班第三名 楊景熙  數學科進步獎 陳浚軒 

操行獎 林紫棋  常識科進步獎 / 

服務獎 林紫棋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簡樂怡 

 

4C 

全班第一名 林煒凌  中文科進步獎 温慧君 

全班第二名 梁益鑫  英文科進步獎 余家順 

全班第三名 李浠舜  數學科進步獎 蔡素瑩 

操行獎 周紫晴  常識科進步獎 / 

服務獎 葉子琪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方紫瑤 

 

4D 

全班第一名 譚琬浵  中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二名 鄧亦桓  英文科進步獎 / 

全班第三名 張恩薇  數學科進步獎 鄧亦桓 

操行獎 譚琬浵  常識科進步獎 / 

服務獎 黃寶珠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沈浩燃 

 

4E 

全班第一名 何希頤  中文科進步獎 李宇軒 

全班第二名 劉亦然  英文科進步獎 張瑀桐 

全班第三名 麥梓晉  數學科進步獎 / 

操行獎 何希頣  常識科進步獎 林詩敏 

服務獎 李曉瑩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宇軒 

 

 

 

 

 

 



五年級 

最高平均分班別：5A 

5A 

全班第一名 古樂慧  中文科進步獎 陳紫曦 

全班第二名 梁洪銘  英文科進步獎 古樂慧 

全班第三名 何宇軒  數學科進步獎 翁芷喬 

操行獎 何宇軒  常識科進步獎 簡鸝瑩 

服務獎 郭芷莜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翁樂熹 

 

5B 

全班第一名 賴宇軒  中文科進步獎 楊子豪 

全班第二名 楊子豪  英文科進步獎 陳靖予 

全班第三名 黃星豪  數學科進步獎 謝芷瑩 

操行獎 謝鍶楠  常識科進步獎 林芷晴 

服務獎 劉芷詠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林樂曦 

 

5C 

全班第一名 陳凱琪  中文科進步獎 吳俊希 

全班第二名 林嘉欣  英文科進步獎 刁紫晴 

全班第三名 鄧穎怡  數學科進步獎 黃浩星 

操行獎 楊芷翹  常識科進步獎 黎子俊 

服務獎 余玥澄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李可晴 

 

5D 

全班第一名 劉建廷  中文科進步獎 陳紫妍 

全班第二名 葉嘉熙  英文科進步獎 劉建廷 

全班第三名 姚梓棋  數學科進步獎 劉建廷 

操行獎 劉穎欣  常識科進步獎 姚梓棋 

服務獎 趙皓霖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黃其亨 

 

 

 

 

 

 

 

 

 

 

 

 

 



六年級 

最高平均分班別：6A  

6A 

全班第一名 陳依婧  中文科進步獎 吳晧洋 

全班第二名 許倩珩  英文科進步獎 劉家溱 

全班第三名 黃澤茵  數學科進步獎 周子銘 

操行獎 陳柏言  常識科進步獎 黃卉卉 

服務獎 韓曜聰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張予晴 

 

6B 

全班第一名 盧樂謙  中文科進步獎 吳中臻 

全班第二名 羅仟尉  英文科進步獎 胡芷茵 

全班第三名 黎浚聲  數學科進步獎 陳欣潼 

操行獎 黃詠喬  常識科進步獎 張勤健 

服務獎 方梓軒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楊尚謙 

 

6C 

全班第一名 丘敏兒  中文科進步獎 譚梓晞 

全班第二名 吳効桓  英文科進步獎 許瓏兒 

全班第三名 楊孝善  數學科進步獎 / 

操行獎 CHAMLAGAI OSIKA  常識科進步獎 黃少君 

服務獎 譚梓晞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許瓏兒 

 

6D 

全班第一名 翟霆軒  中文科進步獎 潘維瀅 

全班第二名 葉梓軒  英文科進步獎 馬巧怡 

全班第三名 蘇佳健  數學科進步獎 楊振宇 

操行獎 楊炎強  常識科進步獎 馬巧怡 

服務獎 馬巧怡    科學科技科進步獎 葉頌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