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信 1望 1愛 1德 1仁 

張偉樂 梁琛喬 昌梓蓓 石子康 曾保霖 

洪陞玗 
 

李倫斯 麥珈琳 洛志瑛 黎學謙 

伍裔軒 姚俊安 潘仲謙 陳康臣 張雅妍 

黃振東 張啟康 張雅晴 劉汶羲 梁瑜珊 

陳芊語 李栢森 黃卓彥 鄭梓涵 林希華 

李天佑 譚靜蕎 黎  明 劉蔚澄 鄧梓亮 

胡曉澄   郭柏麟 黃雙駿   

任思永   蔡曉恩 黃成哲   

吳聿夔     陳栢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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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獲獎名單 

 



  

2信 2望 2愛 2德 2仁 

陳知涵 昌梓翹 王樂賢 林梓嫣 陳加謙 

黃嘉俊 李家毅 張浩賢 葉思辰 邱敬希 

陳灝天 曾廸欣 林柏彥 陳杰飛 倪翊瑋 

黃皓兒 林意洛 王天朗 單  儀 何卓螢 

万隽伊 蘇駿熹 吳沐陽 陳靖朗 冼  樂 

吳浩臻 曾景林 譚嘉敏   黃翊恆 

周樂彤 周雨詩 陳俙彤   曾善瞳 

饒嘉寶 黃可欣 賴芯榆   羅振瑋 

康  虔 劉卓為 黎海晴   劉俊桸 

潘家威 朱君浩 周倬丞   曲始安 

嚴冠昊 陳舒妍 羅展弘   卓廣賢 

梁展銘 摩  西 黎鐘木   楊樂恩 

湯雲峰   鄧  懿     

金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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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 3望 3愛 3德 3仁 

何美誼 宮本翔 蘇倩婷 吳子頌 葉梓桐 

李凱怡 陳穎熹 黃成晋 郭柏言 鄧果暘 

劉浠雅 李文謙 李祉澄 鷹卓詩 林子曦 

余梓誠 丘正仁 馮靖雅 李思瑤 楊婼嵐 

梁浠曈 呂敦航 曾柏興 呂滙珺 鄭皓軒 

馬  莎 黃信恩 池田櫻 何曉縈 梁詩婷 

曾廸安 林  靜 陳紫嫻 蔡珈琳 史迪飛 

甘  澤 李宗廷 符鈺沇 徐卓越   

何泳山 古詠雅 劉寶儀 李穎欣   

李樂仁 王浩㼆 楊鎂恩   

  莊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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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 4望 4愛 4德 4仁 

胡朗滔 林宰圓 文頌雅 陳睿翹 曾保雯 郭思雋 

黃柏然 余  燕 吳愛悠 劉惠琳 張子晗 劉諺羲 

杜淳基 陳睿曈 黃晞桐 吳聿豪 吳頌晞 陳珮琪 

黎  俊 李泳茵 潘芷晴 張軼威 林奕希 韓斯朗 

余柏霖 蔣芷愛 陳曉峯   陳寶翹 董瑋霖 

梁樂恩 余俊熙 華飛雅   郭曼芝 林聖堯 

陳立群 黃嘉儀     張紫晴 馮子朗 

 歐陽至皆     韓芷欣 吳柏然 

 鄭海林       

 陳芷琪       

 董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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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 5望 5愛 5德 5仁 

許添信 程家莉 馮子葵 洛志仁 趙天如 

鄭萬欣 莊映儀 蔡匡培 陳健峯 呂若浠 

樊凱莉 唐樂兒 楊啟楠 馬樂延 李亮駿 

周  豪 周鈺皓   陳銥晴 莫昊霖 

邱子珊 馬羽芹   葉  君 陳泓爾 

鄧果涵 馬綺棋   羅澤鋒 陳盈嘉 

馬茵琳 吳棹熹   田錦謙 鄧諾桐 

  黃進希     胡瑾瑜 

        鍾晞哲 

        廖佳然 

        陳紫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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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 6望 6愛 6德 6仁 

楊梓霖 鍾浩恩 梁麗娜 許穎瑤 李悠加 林沛盈 

吳紫晴 唐樂瑤 林凱培 何博森 張詠鈞 林溢筵 

        何雨萱 王中信 

        梁曦彤 鄧芷筠 

        王予軒 黃諾瑤 

        謝焯霖 李柏熹 

        劉雅琪 高樂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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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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