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洪紫殷 冠軍 4A 馬浩然 冠軍 6A 陳穎謙 冠軍

2A 曾子銘 亞軍 4A 曾至樂 亞軍 6A 葉梓駿 亞軍

2C 司徒穎鈞 季軍 4A 練珈朗 季軍 6A 勞天濠 季軍

2B 黃梓勤 優異獎 4A 余皓瑩 優異獎 6A 陳子瑜 優異獎

2C 唐睿謙 優異獎 4B 陳美瑩 優異獎 6B 陳煜 優異獎

2D 劉俊彥 優異獎 4B 尹淳一 優異獎 6B 廖晉賢 優異獎

3C 駱子晉 冠軍 5A 馮文晴 冠軍

3D 顧梓申 亞軍 5B 楊樂琳 亞軍

3A 梁權韜 季軍 5A 陳康喬 季軍

3A 魏子悅 優異獎 5A 阮倩兒 優異獎

3B 李偉聖 優異獎 5A 莫凱盈 優異獎

3C 黃斌舜 優異獎 5B 何嘉雯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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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獎項

2A 林亦喬 蘇樂然 張庭禎 高晉熙 冠軍

2B 盧釗恒 陳梓瑜 陳欣雨 / 冠軍

2C 區俊鋒 張樂茵 蔡俊羽 朱耀軒 冠軍

2D 陳思玥 李鎧熙 黃一軒 甘梓朗 冠軍

3A 王奕楠 劉辰駿 梁權韜 梁筠御 冠軍

3B 李心悠 王麗淇 吳千潁 何婼灆 冠軍

3C 駱子晉 陳柏㬢 謝旻蓁 黎藹瑩 冠軍

3D 江善釣 黃希怡 馮健豪 楊筠瑤 冠軍

4A 甄熙晴 黎芷菲 黃佳瑜 李伊玲 冠軍

4B 姚卓昕 鄺子晴 楊敏怡 盧浩翔 冠軍

4C 馬紫渝 劉綽茵 郭俊達 / 冠軍

4D 羅梓朗 區子晴 劉卓賢 鐘澤洋 冠軍

5A 李楊昕瑜 吳熙霖 阮倩兒 / 冠軍

5B 曾炤儀 楊樂琳 湯梓鍵 / 冠軍

5C 黎卓賢 周子聰 譚煒澄 馬泳琳 冠軍

5D 胡可瑩 鄧逸晴 叶芷晴 區穎瑤 冠軍

6A 鄭愷羲 龐曉韻 余凱琳 / 冠軍

6B 葉穎詩 王子琪 吳玥澄 鄧珮妤 冠軍

6C 梁婉欣 羅慧妍 張凱彤 周鳳儀 冠軍

6D 王芯瑩 程城盛 蔡穎銓 馬浧軒 冠軍

P2-P6數學科STEAM專題(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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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班首名 3A 班首名 5A 班首名

1B 班首名 3B 班首名 5B 班首名

1C 班首名 3C 班首名 5C 班首名

1D 班首名 3D 班首名 5D 班首名

2A 班首名 4A 班首名 6A 班首名

2B 班首名 4B 班首名 6B 班首名

2C 班首名 4C 班首名 6C 班首名

2D 班首名 4D 班首名 6D 班首名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劉鈞陶 班首名 3A 梁權韜 班首名 5A 馮文晴 班首名

1B 施柏熙 班首名 3B 林煜程 班首名 5B 譚樂勤 班首名

1C 錢菀瀅 班首名 3C 林楚彬 班首名 5C 楊晴 班首名

1D 劉尉潼 班首名 3D 魏鈺芝 班首名 5D 杜梓榛 班首名

2A 曾子銘 班首名 4A 曾至樂 班首名 6A 陳穎謙 班首名

2B 盧釗恆 班首名 4B 陳美瑩 班首名 6B 陳煜 班首名

2C 唐睿謙 班首名 4C 黃詩辰 班首名 6C 黃志謙 班首名

2D 鄭詩穎 班首名 4D 阮焯熙 班首名 6D 周翱天 班首名

21-22速算比賽(下學期)-班首名

21-22速算比賽(上學期)-班首名 (因疫情未能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