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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名次、學科獎及獎學金名單 
 

 

  



P.2 
名次及成績優異獎 
 

 

1C06 黃依澄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1F21 羅康瑞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1H02 鄧雅文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1K15 王清霖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1S12 麥翠芬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C22 劉逸朗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F02 張芷維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H17 袁洛婷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K18 葉沛恩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S15 嚴雅思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3C  

第一名 3C09 李嘉彤  

第二名 3C20 傅淮臻 並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第三名 3C12 蘇芷盈 並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3C05 馮淑然 榮獲體育科成績優異獎 

3C10 林憶斯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3F  

第一名 3F26 顏煜權 並榮獲倫理與宗教科成績優異獎 

第二名 3F15 余李想 並榮獲生物科成績優異獎 

第三名 3F03 張栩熒 

3F13 宋懿玲 榮獲普通話科成績優異獎 

3F10 文詩穎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3H  

第一名 3H07 洪兆敏 並榮獲生活與社會科及藝術 

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第二名 3H02 陳凌燁  

第三名 3H04 張麗明 

3H19 程浩勤 榮獲體育科成績優異獎 

3H24 丁賢良 榮獲科技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3H09 江晞文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3K  

第一名 3K13 徐可怡 並榮獲中國歷史科成績優異獎 

第二名 3K12 鄧頌汶  

第三名 3K23 江彥恒 

3K19 陳煜燊 榮獲數學科、地理科、化學科及物理科     

成績優異獎 

3K14 王芷琪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四級學科獎 

 
 

4C  

4C24 張靖韜 榮獲通識教育科、化學科、物理科及生物科

成績優異獎 

4C21 屈子賢 榮獲英國語文科、數學科及通識 

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4C13 李正陽 榮獲英國語文科及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成績優異獎，並榮獲青苗學界 

進步獎 

4C03 張小柔 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4C08 鄭家洛 榮獲數學科延伸部份單元二 

成績優異獎 

4C22 黃境濤 榮獲通識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4F 

4F01 歐陽倩琳 榮獲英國語文科、數學科、數學科延伸 

部份單元一、通識教育科、化學科、 

生物科及經濟科成績優異獎 

4F10 馬穎昕 榮獲中國語文科、數學科及通識教育科 

成績優異獎 

4F09 梁芯儀 榮獲數學科及經濟科成績優異獎 

4F07 祁康兒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4F11 黃海文 榮獲倫理與宗教科成績優異獎 

4F24 戴淳渝 榮獲中國文學科成績優異獎，並榮獲青苗 

學界進步獎 

4F27 袁嘉諾 榮獲數學科成績優異獎 

 

4H 

4H18 王曉晴 榮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科成績優異獎 

4H12 李靜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4K 

4K13 彭晞儀 榮獲地理科成績優異獎 

4K16 王妙妍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4K21 何頌軒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4S 

4S19 楊碧瑤 榮獲英國語文科及中國歷史科成績優異獎 

4S01 陳曉滿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4S18 童淇琪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4S25 任柏行 榮獲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優異獎 

4S06 陳楠茜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P.3 
中五級學科獎 
 

 

5C 

5C21 曾思敏 榮獲數學科、數學科延伸部份單元二、 

化學科、物理科及生物科成績優異獎 

5C18 吳文威 榮獲數學科、地理科及化學科成績優異獎 

5C07 歐維德 榮獲英國語文科及生物科成績優異獎 

5C09 何尚軒 榮獲數學科成績優異獎 

5C11 韓卓能 榮獲數學科成績優異獎 

5C13 簡耀揚 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C14 劉明灝 榮獲數學科成績優異獎 

5C10 何偉霖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5F 

5F17 馮邦銘 榮獲中國語文科、通識教育科、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論科及經濟科成績優異獎 

5F13 吳詠珊 榮獲倫理與宗教科成績優異獎 

5F18 侯亨璁 榮獲數學科延伸部份單元一成績優異獎 

5F23 譚駿謙 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F07 張宥榆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5H 

5H04 馮雪影 榮獲中國語文科及通識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5H01 陳穎欣 榮獲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優異獎 

5H08 梁依澄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H13 潘嘉悅 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H15 温鎔而 榮獲通識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5H01 陳穎欣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5K 

5K15 柯佩錡 榮獲通識教育科及中國歷史科成績優異獎 

5K17 莊昊燃 榮獲中國語文科及經濟科成績優異獎 

5K02 陳鳴伲 榮獲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K07 葉家瑋 榮獲中國文學科成績優異獎 

5K18 朱經信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5S 

5S02 周穎姿 榮獲通識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5S10 穆詠欣 榮獲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5S15 王嘉欣 榮獲通識教育科成績優異獎 

5S21 黃泓賓 榮獲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優異獎 

5S19 岑愷豐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五周年校慶學業獎學金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3C09 李嘉彤 

   全級第二名﹕ 3F26 顏煜權 

   全級第三名﹕ 3C20 傅淮臻 

 

 

中四級(每班第一名) 

陳融夫人學業成績獎學金        4C21 屈子賢 

陳永忠先生學業成績獎學金      4F01 歐陽倩琳 

葉文山夫人學業成績獎學金      4H06 何恩允 

黃重言先生學業成績獎學金      4K13 彭晞儀 

黃梁曼麗女士學業成績獎學金    4S19 楊碧瑤 

 

 

中五級(每班第一名) 

陳永忠先生學業成績獎學金      5C18 吳文威 

陳融夫人學業成績獎學金        5F17 馮邦銘 

陳融夫人學業成績獎學金        5H15 溫鎔而 

簡官福先生學業成績獎學金      5K08 林詠彥 

聖公會陳融中學家長教師會學業成績獎學金      

5S19 岑愷豐 

 

 

鄧慶年牧師優良品行及服務獎學金  

中二級： 2H04 羅頌晞  

中三級： 3C09 李嘉彤 

中四級： 4C22 黃境濤  

中五級： 5C07 歐維德  

 

 

呂瑞華先生紀念獎學金 

中三級： 3C20 傅淮臻 

中四級： 4F01 歐陽倩琳 

中五級： 5C07 歐維德 

 

 

葉文山夫人獎學金      1S03 陳綺君 

陳永忠先生獎學金      2K14 曾子語 

陳漢文先生紀念獎學金        3C12 蘇芷盈 

陳煥堂醫生獎學金            5F17 馮邦銘 

蔣雨生傑出運動員獎      3F21 江維晉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K18 廖嘉恒 

科技與創新獎學金(名額二名)  3K02 張嘉薏 

2S24 郭俊廷 

最佳學生領袖獎(名額三名) 

簡官福先生紀念獎學金        5C07 歐維德 

鄒小磊先生獎學金            5H04 馮雪影 

5K17 莊昊燃 

 

 

 

 

 

 

恭喜以上得獎同學！ 

註：受疫情影響，部分學科獎及獎學金從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