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年度「網上中國文化日」親子活動 獲獎名單 

**完成任何 2-3 項親子活動：細獎   **完成任何 4-5 項親子活動：大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1A 陳思晴 大獎  1C 陳安悠 細獎  1D 傅泇臻 大獎  

1A 陳葦熹 細獎  1C 陳紀諾 大獎  1D 官卓寧 大獎  

1A 陳悅欣 大獎  1C 張展鎬 細獎  1D 李俊謙 大獎  

1A 植卓謙 細獎  1C 張鍾彥 細獎  1D 梁巧妍 大獎  

1A 曹承豐 細獎  1C 陳卓楠 細獎  1D 梁溢謙 大獎  

1A 周子鈺 大獎  1C 樊珮妤 細獎  1D 連洛澄 大獎  

1A 灌紫睎 細獎  1C 簡一心 細獎  1D 宋欣怡 細獎  

1A 李坤怡 大獎  1C 黎以廷 大獎  1D 楊曦堯 大獎  

1A 李日汛 細獎  1C 李凱風 細獎      

1A 梁珉嘉 細獎  1C 梁弘滔 細獎      

1A 鄧晉亨 細獎  1C 吳苑諭 細獎      

1A 黃俊澔 大獎  1C 戴竣禧 細獎      

1B 張紫琳 大獎  1C 譚芷桐 細獎      

1B 周璟威 細獎  1C 曾焯楠 細獎      

1B 馮靖楠 細獎  1C 黃晞迅 細獎      

1B 鄺芊穎 大獎  1C 黃奕雅 大獎      

1B 梁普恩 細獎  1C 胡鈞樂 細獎      

1B 黃立仁 細獎  1C 余誦軒 細獎      

1B 葉紫悠 大獎  1C 袁婥潁 細獎      

1B 葉逸朗 大獎          



2020-21 年度「網上中國文化日」親子活動 獲獎名單 

**完成任何 2-3 項親子活動：細獎   **完成任何 4-5 項親子活動：大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2A 鄭晞樂 大獎  3A 官語晴 大獎  3D 梁芯悠 細獎 

2A 黃卓樂 大獎  3A 林茵彤 大獎  3D 宋欣恩 細獎 

2A 羅雪心 大獎  3A 梁瑋洛 細獎  3D 孫伊秀 大獎 

2A 梁思瓏 大獎  3A 吳婉晴 細獎  3D 胡焯廸 大獎 

2A 沈煒諾 細獎  3B 陳柏霖 細獎  3E 周巧蕎 細獎 

2A 鄧景天 大獎  3B 久賀蓮 細獎  3E 麥峻齊 細獎 

2A 黃芊悠 大獎  3B 梁弘熺 細獎  3E 鄧培恩 細獎 

2A 王子昊 大獎  3B 吕錦仕 大獎  3E 王嘉豪 細獎 

2A 黃詠鍶 大獎  3B 謝沛雯 細獎  3E 趙冠霖 大獎 

2B 陳泳璇 大獎  3B 黃立怡 細獎     

2B 高苠曦 細獎  3B 黃睿希 細獎     

2B 劉曉琳 細獎  3C 陳卓攸 細獎     

2B 劉曉怡 細獎  3C 鍾瑋恆 細獎     

2B 梁珉綽 細獎  3C 金鋭霖 細獎     

2C 陳衍穎 細獎  3C 鄺稷南 大獎     

2C 陳泰佑 大獎  3C 梁承熙 大獎     

2C 張顥霖 大獎  3C 蕭朗日 細獎     

2C 黎茵彤 細獎         

2C 雷苑嘉 細獎         

2C 吳晉臨 細獎         

2C 蘇鈞博 細獎         

2D 陳紀杰 細獎       
 

 

2D 劉紫蕾 細獎         

2D 黃梓蕎 細獎         



2020-21 年度「網上中國文化日」親子活動 獲獎名單 

**完成任何 2-3 項親子活動：細獎   **完成任何 4-5 項親子活動：大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4A 馮綽堯 大獎  5A 何錦康 細獎  6A 朱家鳴 細獎 

4A 何永祺 細獎  5A 徐子傑 細獎  6B 倪清嵐 細獎 

4A 高苠朗 細獎  5A 汪雋軒 細獎  6B 黃煦齡 大獎 

4A 郭梓澄 細獎  5A 鍾鳴庭 細獎  6C 李凱瑩 細獎 

4A 李沁怡 細獎  5A 周士濠 細獎  6C 葉子梵 細獎 

4A 羅鈞浩 大獎  5B 陳雋彥 細獎  6C 葉子彬 細獎 

4A 雷苑華 大獎  5B 陳穎翹 細獎     

4A 譚海喬 細獎  5B 林瑋軒 細獎     

4A 黃焯琳 大獎  5B 伍澄希 細獎     

4B 黎諾謙 細獎  5C 陳知亭 細獎     

4B 劉頌弦 細獎  5C 莊榮諾 細獎     

4B 盧琛悅 大獎  5C 陳芯悠 細獎     

4B 黃俊諾 大獎  5C 裘睿謙 細獎     

4B 黃朗滔 細獎  5C 梁知行 細獎     

4C 陳衍橋 大獎  5C 李庭恩 細獎     

4C 陳天蔚 大獎  5C 劉卓熙 細獎     

4C 鄭翰諭 大獎  5C 余縉滔 細獎     

4C 何晉杰 細獎  5D 吳晉謙 細獎     

4C 郭萃琳 細獎  5D 譽駿滔 細獎     

4D 郭芊淳 細獎         

4D 劉紫嶠 細獎       
 

 

4D 盧琛怡 大獎         

4D 黃嘉聰 細獎         

4E 陳汶希 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