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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learning performance reward scheme 

 
 
為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積極投入學習活動，本年度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均設立了課堂獎

勵計劃。各科獲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At the aim of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different subjects including Chinese, English, Maths 

and General Studies set up learning performance reward scheme this year. Students getting prices are as follows: 
 

 

中文科 Chinese 

一信 陳芊語 一望 方贊舜 一愛 張雅晴 一德 陳康臣 一仁 張貝欣 

張偉樂 傅恩瑜 池姁俐 梁喬焮 木下祐希 

張宇軒 古心耀 鷹卓旻 石子康 劉諾禧 

胡曉澄 廖慧心 潘仲謙 王修慧 王凱迪 

任思永 韋竣熙 黃卓彥 鄭梓涵 黃天頤 

二信 陳灝天 二望 昌梓翹 二愛 陳子曈 二德 陳杰飛 二仁 陳加謙 

陳知涵 周雨詩 陳俙彤 單  儀 陳曉霖 

金諾言 林意洛 張浩賢 鄧諾桸 何卓螢 

嚴冠昊 李家毅 鄧  懿 葉思辰 劉俊桸 

蘇耀希 蘇駿熹 温聖慈 林梓嫣 楊樂恩 

三信 陳樂瑩 三望 陳穎熹 三愛 陳均昊 三德 林筠童 三仁 鄧果陽 

何美誼 林偉倫 陳紫嫻 林逸朗 林洛彤 

何詠山 李文謙 李祉澄 吳子頌 史迪飛 

郭子滔 王浩㼆 黃成晋 洗富康 黃愛曦 

甘  澤 楊震旲 楊鎂恩 黃皓行 葉梓桐 

四信 李景行 四望 陳睿曈 四愛 方贊堯 四德 陳天宥 四仁 張紫晴 

杜淳基 陳芷琪 賴柏然 張軼威 朱殷希 

黃馨恩 李泳茵 龍子淇 姜卓狄 郭思雋 

黃柏然 歐陽至皆 吳思穎 黎芷君 嚴洭婷 

黃翊桐 董欣妍 潘芷晴 謝卓瑤 張子晗 



五信 陳玄匡 五望 莊映儀 五愛 陳澤鋒 五德 陳昭延 五仁 陳鐫仁 

鄭誠謙 梁駿希 蔡匡培 陳健峯 鍾晞哲 

鄧果涵 馬羽芹 方志誠 樊月湘 呂若浠 

許添信 唐樂兒 梁柏熹 李曉晴 顏  甄 

邱子珊 游振軒 黃馨瑜 馬  烙 丘筱悠 

六信 陳凱儀 六望 陳天樂 六愛 張鉦泰 六德 周若楠 六仁 莫比兒 

周頌軒 鄭慧琪 林凱培 馮祖泰 何雨萱 

吳紫晴 張瑋健 韋淳朗 許穎瑤 梁曦彤 

楊梓霖 鍾浩恩 蘇以晴 梁家盈 李悠加 

張子平 黎溢信 黃諾然 謝梓軒 黃諾瑤 

 

 

英文科 English 

一信 張偉樂 一望 彭萊蒂 一愛 張煒晨 一德 陳栢謙 一仁 陳諾攸 

胡曉澄 錢亦芯 范欣兒 馮祖恆 張雅妍 

李洛馳 勞泳熙 馮樂民 彭莎蒂 希  華 

范樂兒 譚靜蕎 潘仲謙 黃雙駿 劉澔禧 

黃熙桐 姚俊安 麥珈琳 洛志瑛 曾保霖 

二信 陳知涵 二望 陳澋羲 二愛 周倬丞 二德 陳杰飛 二仁 何卓螢 

金諾言 朱君浩 閔珍裕 潘卓琳 曲始安 

吳浩臻 林意洛 鄧  懿 單  儀 羅振瑋 

饒嘉寶 蘇駿熹 溫聖慈 葉思辰 邱敬希 

嚴冠昊 黃可欣 王天朗 趙遜哲 楊樂恩 

三信 羅曼琪 三望 陳穎熹 三愛 陳均昊 三德 鷹卓詩 三仁 趙思袁 

何美誼 李文謙 池田櫻 稻川海斗 鄧果暘 

李樂仁 林煒倫 陳偉濠 林逸朗 何卓穎 

利恩澤 羅安祖 蘇倩婷 羅家儀 李柏樂 

山內麗菜 黃  令 曾柏興 吳子頌 徐莉娜 

四信 高凱嵐 四望 陳睿瞳 四愛 方贊堯 四德 彭忭迦 四仁 董瑋霖 

黎  俊 陳芷琪 賴柏然 張軼威 林玥彤 

杜淳基 林宰圓 龍子淇 姜卓狄 馬欣欣 



黃馨恩 麥美茵 潘芷晴 馬欣靖 吳頌晞 

黃柏然 范信行 華飛雅 楊樂婷 曾保雯 

五信 鄭萬欣 五望 程家莉 五愛 陳以信 五德 陳健峯 五仁 陳鐫仁 

樊凱莉 梁茵凌 蔡匡培 朱紫忻 海  音 

弗思莉 唐樂兒 梁柏熹 李諾曦 廖佳然 

朱利安 黃進希 梁海憫 洛志仁 陳湘穎 

高樂晞 周鈺皓 黃馨瑜 盧家樂 丘筱悠 

六信 尹志成 六望 蔡忻希 六愛 林凱培 六德 張善瑜 六仁 莫比兒 

李鎧彤 林滿晴 韋淳朗 周若楠 何雨萱 

吳紫晴 禢穎瑜 鄭利亚 何博森 梁曦彤 

山內陽斗 俞鎧韜 蘇以晴 許詠瑤 李悠加 

張子平 王貝伽 黃諾然 周曉琳 黃諾瑤 

 

 

數學科 Maths 

一信 陳芊語 一望 陳亮當 一愛 歐陽卓 一德 陳康臣 一仁 陳諾攸 

陳筱蕾 張啟康 張煒晨 梁喬焮 張雅妍 

張偉樂 李栢森 池姁俐 劉汶羲 劉澔禧 

張宇軒 文芯妍 郭柏麟 黃成哲 劉諾禧 

洪陞玗 祈  英 麥珈琳 鄭梓涵 曾保霖 

二信 陳灝天 二望 昌梓翹 二愛 陳俙彤 二德 陳杰飛 二仁 陳加謙 

陳知涵 周雨詩 張浩賢 潘卓琳 陳曉霖 

黃皓兒 蘇駿熹 黎鐘木 單  儀 何卓螢 

饒嘉寶 曾廸欣 鄧  懿 鄧諾桸 羅振瑋 

嚴冠昊 朱景樂 王樂賢 張靖軒 倪翊瑋 

三信 甘  澤 三望 陳穎熹 三愛 陳紫嫻 三德 郭柏言 三仁 鄭皓軒 

李樂仁 林  靜 馮靖雅 林筠童 林洛彤 

鄒詠妍 李文謙 雷奕卓 李穎欣 李柏樂 

曾迪安 林煒倫 吳青蔚 吳子頌 黃愛曦 

游振昊 王浩㼆 蘇倩婷 冼富康 葉梓桐 



四信 高凱嵐 四望 陳睿曈 四愛 方贊堯 四德 陳天宥 四仁 馮子朗 

黎  俊 黃煒祺 吳愛悠 張軼威 林奕希 

黃馨恩 林廷謙 龍子淇 謝卓瑤 林玥彤 

黃柏然 李泳茵 巫啟騰 黃恩灝 曾保雯 

黃翊桐 余俊熙 潘芷晴 楊樂婷 嚴洭婷 

五信 陳梓軒 五望 程家莉 五愛 陳以信 五德 陳健峯 五仁 陳鐫仁 

陳玄匡 莊映儀 蔡匡培 羅澤鋒 馮梓滐 

鄭誠謙 梁駿希 方志誠 李諾曦 莫昊霖 

馬茵琳 唐樂兒 梁柏熹 李曉晴 顏  甄 

朱利安 游振軒 黃馨瑜 洛志仁 丘筱悠 

六信 尹志成 六望 張瑋健 六愛 陳禹帆 六德 張善瑜 六仁 莫比兒 

周頌軒 鍾浩恩 梁麗娜 周若楠 賴英男 

吳紫晴 禢穎瑜 梁靖瑤 何博森 何雨萱 

楊梓霖 唐樂瑤 韋淳朗 許穎瑤 李悠加 

張子平 王貝伽 蘇以晴 黃浩霖 黃諾瑤 

 

常識科 General Studies 

一信 張偉樂 一望 錢亦芯 一愛 歐陽卓 一德 劉蔚澄 一仁 張雅妍 

胡曉澄 周子晴 蔡曉恩 洛志瑛 何欣瞳 

李凱藍 梁琛喬 郭柏麟 石子康 木下祐希 

馬子喬 祈  英 麥珈琳 嚴俙宇 文靖雅 

任思永 譚靜蕎 華心明 王修慧 曾保霖 

二信 周樂彤 二望 陳智明 二愛 陳子曈 二德 林梓嫣 二仁 陳加謙 

康  虔 周雨詩 馮梓軒 李禧兒 何卓螢 

林祐丞 李家毅 鄧  懿 單  儀 劉俊桸 

饒嘉寶 蘇駿熹 溫聖慈 宋柏錡 曾善瞳 

嚴冠昊 曾景林 王樂賢 鄧諾桸 楊樂恩 

三信 何美誼 三望 李文謙 三愛 陳紫嫻 三德 郭柏言 三仁 鄭皓軒 

何泳山 林煒倫 賴君穎 黎卓宇 李柏樂 

郭子滔 王浩㼆 李祉澄 李效恆 史迪飛 



梁柏晴 楊震昊 蘇倩婷 吳子頌 黃愛曦 

曾迪安 周立沭 曾柏興 冼富康 葉梓桐 

四信 黎  俊 四望 陳睿曈 四愛 巫啟騰 四德 謝卓瑤 四仁 郭思雋 

廖海怡 陳芷琪 潘芷晴 楊樂婷 朱殷希 

黃馨恩 李泳茵 賴柏延 張軼威 劉諺羲 

黃翊桐 林宰圓 吳思穎 陳天宥 陳寶翹 

胡朗滔 歐陽至皆 曾紫柔 姜卓狄 葉  晅 

五信 陳梓軒 五望 張曉穎 五愛 蔡匡培 五德 陳昭延 五仁 陳偉樂 

周  豪 莊映儀 方志誠 陳健峰 鍾晞哲 

樊凱莉 馬羽芹 馮子葵 劉梓悠 馮梓滐 

許添信 唐樂兒 梁柏熹 李曉晴 陳湘穎 

邱子珊 游振軒 黃馨瑜 馬  烙 丘筱悠 

六信 鄭胤珈 六望 陳天樂 六愛 鍾汯樾 六德 鄭珮珺 六仁 莫比兒 

周頌軒 鄭慧琪 林凱培 馮祖泰 賴英男 

吳紫晴 張瑋健 韋淳朗 何博森 何雨萱 

楊梓霖 鍾浩恩 蘇以晴 麥愛麗 李悠加 

張子平 王貝伽 黃諾然 黃浩霖 呂芯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