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二零一四年度下學期  「學業成績獎勵計劃」 
班

別 

全班下學期測驗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中文科測驗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英文科測驗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數學科測驗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常識科測驗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1A 
傅嘉琳 陳煒業 林文琪 葉曉媛

施希嵐 

葉曉媛 施希嵐 劉恩希 傅嘉琳 

林文琪 陳煒業 

簡慧欣 傅嘉琳 林文琪 施希嵐 

陳煒業 葉曉穎 

陳煒業 林文琪 周駿昇 葉曉媛 

葉曉穎 周蓮宅 

葉曉穎 傅嘉琳 陳煒業 林文琪 

劉恩希 周駿昇 周蓮宅 

1B 
趙瑞麒 梁楚悠 鍾展韜 白玉涵

容子棋 

趙瑞麒 容子棋 宋卓琳 蔡子銳 

梁楚悠 

溫旋賢 歐承昊 趙瑞麒 容子棋 

鍾展韜 

溫旋賢 白玉涵 鍾展韜 梁楚悠 

趙瑞麒 

趙瑞麒 鍾展韜 梁楚悠 劉泳希 

白玉涵 

1C 
何其武 朱彬豪 張梓榮 譚朗軒

朱彥鳴 

何其武 朱彥鳴 張梓榮 朱彬豪 

羅嘉軒 

張梓榮 陳卓謙 方穎怡 朱彬豪 

何其武 

譚朗軒 何其武 杜欣晴 蔡政軒 

朱彬豪 

何其武 朱彬豪 譚朗軒 李瑩雅 

陳卓謙 

1D 
黃景聰 歐星悅 郭建霆 歐欣彤

郭思敏 

歐星悅 黃景聰 黃耀衡 郭建霆 

歐欣彤 

李珀霆 黃景聰 歐星悅 黃琬詩 

黃思錡 

鄭康蕎 黃景聰 郭建霆 張嘉熙 謝銘   

黃耀衡 郭思敏 何宇軒 歐欣彤 吳穎雯 

黃思錡 謝銘 黃景聰 張順帆 

郭思敏 林詩敏 

2A 
黃致軒 曾百長 鄭裕縈 潘越 

周子毅 

鄭裕縈 曾百長 李健豐 劉雅宇 

謝天竤 

曾百長 潘越 黃致軒 區凱怡 

周子毅 藍惠琪 

謝天竤 黃致軒 潘越 曾百長 

周子毅 區凱怡 薛敬璋 劉雅宇 

黃致軒 李健豐 游穎臻 潘越 

周子毅 

2B 
張欣 陳康鑫 鄧盈希 徐依琪 

歐梓源 

張欣 林琬翹 鄺俊豪 陳康鑫 

譚可欣 

陳康鑫 容凱嵐 鄧盈希 謝嘉晴 

徐依琪 

張欣 陳康鑫 陳啟峰 徐依琪 

歐梓源 

張欣 謝嘉晴 陳子樂 劉樂豪 

文寶怡 

2C 
陳均越 楊卓廷 黃宇峰 麥宇嫻

鄺耀堅 

陳均越 楊卓廷 麥宇嫻 黃宇峰 

張祖瑜 雷潤森 

陳均越 黃宇峰 楊卓廷 麥宇嫻 

林子珊 

楊卓廷 陳均越 楊俊熙 鄺耀堅 

熊雨霏 

陳均越 黃宇峰 麥宇嫻 王慶昊 

楊卓廷 莫啟超 

2D 
李梓瑶 陳曼榕 榮晨陽熙    

繆懷正 王苑廷 顏子翔 熊俊翔 

顏子翔 繆懷正 李祉瑤 曾子瑋 

王雨桐 榮晨陽熙 

熊俊翔 王雨桐 蔡雅琳 房鈺清 陳祉安 張艾菲 

陳佳宜 繆懷正 趙苑如 陳曼榕 楊書萱 

李梓瑶 杜世堅 戴鈺軒 董圳培 

葉哲涵 陳曼榕 

繆懷正 陳祉安 王苑廷 黎承治 邱紫菁 

張艾菲 麥倬賢 熊俊翔 廖思宥 

2E 
楊怡鴻 黃德龍 莊志遠 莊秀娜

洪心桐 趙曉琪 

趙曉琪 洪心桐 楊怡鴻 蔡家銘 莊志遠 

畢法義 黃家耀 林泳妍 黃德龍 

黃家耀 莊秀娜 楊怡鴻 莊志遠 

蔡家銘 

伍樂鏗 莊志遠 陳妤芯 黃德龍 

歐芯儀 

楊怡鴻 莊秀娜 趙曉琪 洪心桐 

蔡家銘 黃德龍 

3A 
周尚 黃偉軒 劉芷欣 嚴智軒 

歐嘉輝 

周尚 黃雅靖 黃偉軒 羅尹廷 

陳嘉霖 

周尚 陳嘉霖 劉芷欣 彭少聰 

梁鐘耀 張梓龍 嚴智軒 

周尚 劉芷欣 張梓龍 袁俊熙 

嚴智軒 

周尚 嚴智軒 歐嘉輝 戚美恩 

黃偉軒 

3B 
李錦源 莫淑欣 呂子聰 郭萬鵬

任倩儀 

李錦源 馮柔珊 趙穎儀 任倩儀 

黃芷瑤 呂子聰 伍少恒 

李錦源 李曉瑩 梁穎詩 莫淑欣 

周樂欣 

李錦源 呂子聰 任倩儀 莫淑欣 

郭萬鵬 

黃芷瑤 李錦源 黃愷雯 馮柔珊 

郭萬鵬 

3C 
李嘉軒 池重謙 黃少琼 鄺佩玲

梁竣煒 簡逸朗 袁尤注 

梁竣煒 袁尤注 鄺佩玲 池重謙 

李嘉軒 

黃少琼 李嘉軒 賴亦舜 簡逸朗 

胡嘉誠 梁竣煒 鄺佩玲 

蘇子峯 伍俊齊 簡逸朗 鄺佩玲 

池重謙 袁尤注 

池重謙 李嘉軒 簡逸朗 黃少琼 

葉凱怡 

3D 
廖敏嫻 黃啟明 黃銘渝 文雅穎

陳天胤 

黃秋寧 廖敏嫻 胡倩茹 黃啟明 

李卓玥 

黃銘渝 廖敏嫻 杜世偉 李卓玥 

鄺展鋒 胡倩茹 黃啟明 關嘉盛 

林志華 廖敏嫻 文雅穎 鄺展陞 

黃啟明 

黃銘渝 洪綾 胡倩茹 文雅穎 

黃啟明 

3E 
黃錦樹 李樂瑤 周恩駿 歐卓琳

張浩樞 

歐卓琳 黃錦樹 李唐俊 羅梓聰 

黃俊宇 

李樂瑤 周恩駿 陳煒睿 劉可妍 

黃明悅 

周恩駿 黃錦樹 張浩樞 李樂瑤 

何俊言 

張浩樞 李樂瑤 羅梓聰 黃錦樹 

黃俊宇 高銜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二零一四年度下學期  「學業成績獎勵計劃」 

4A 
楊凱利 陸欣 鄧世盈 方幸依 

張志筠 

方幸依 楊凱利 陸欣 黃穎寶   

黎可欣 梁寳兒 

方幸依 楊凱利 朱恩熲 陸欣   

陳敏詩 鄧世盈 

陸欣 張志筠 鄧世盈 楊凱利   

黃穎寶 

楊凱利 歐家興 朱恩熲 陸欣   

鄧世盈 

4B 
朱漢棠 葉彩翎 陳力逞 鄧詠璇

黃雅琦 

朱漢棠 鄧語嘉 許軒傑 葉彩翎 

余偉雄 歐曦同 

陳力逞 朱漢棠 歐曦同 李咏依 

黃雅琦 許軒傑 

朱漢棠 鄧詠璇 張耀暉 尹進傑 

葉彩翎 梁淑儀 

葉彩翎 鄧詠璇 張耀暉 余偉雄 

黃莉清 

4C 
蘇國譽 古禮瑞 張家謙 林思軒

關曉媛 

陳樂縈 蘇國譽 劉樂兒 莊杰宏 

陳梓櫻 

張家謙 古禮瑞 關曉媛 陸俊傑 

蘇國譽 

林思軒 蘇國譽 陸文深 吳狄港 

謝瀚林 

張家謙 古禮瑞 蔡浩明 劉樂兒 

蘇國譽 

4D 
張樂謙 何佩莉 歐祉瑤 歐瑋裕

陳志鵬 

張樂謙 盧碧晴 何佩莉 區凱茵 

伍正朗 

何佩莉 張樂謙 歐祉瑤 歐瑋裕 

洪景隆 

張樂謙 陸梓熙 朱漢煊 陳志鵬 莊僖彤 

何佩莉 羅建和 馮晉煌 洪景隆 

張樂謙 歐祉瑤 歐瑋裕 何佩莉 

陳志鵬 

5A 
侯卓伶 崔駿賢 吳雅欣 王善嵐

童淇琪 

崔駿賢 侯卓伶 童淇琪 周樂微 

簡俊軒 

侯卓伶 鄧正彥 陳可欣 周蓮中 

吳雅欣 黃詩琪 

周樂微 王善嵐 鄧正彥 吳雅欣 

侯卓伶 

侯卓伶 陳可欣 吳雅欣 葉景淇 

周蓮中 童淇琪 

5B 
莊子言 梁迦琪 錢卓瑩 李穎 

關敏淇 

錢卓瑩 劉向傑 李穎 莊子言 

關敏淇 

莊子言 梁迦琪 陳祉宏 錢卓瑩 

關敏淇 

劉向傑 莊子言 蘇俊杰 劉俊駒 

梁迦琪 

梁迦琪 錢卓瑩 李穎 周瑞庭   

張梓豪 

5C 
張芷菲 司徒蔚珊 黃智杰    

邱敏俐 劉靜珩 

黃智杰 賴俊傑 張芷菲 張銳 

司徒蔚珊 

張芷菲 張旨樂 司徒蔚珊 

梁怡霖 郭俊良 

黃智杰 張芷菲 司徒蔚珊 

邱敏俐 陳雪瑩 

邱敏俐 何胤求 張芷菲 賴俊傑 

劉靜珩 

5D 
黃雪盈 李倩彤 鄧梓軒 劉靄儀

嚴愷晴 

何家寶 劉賜穎 鄧梓軒 黎承熹 

黃浩然 

嚴愷晴 歐泳賢 李倩彤 黎承熹 

黃雪盈 黃沛燐 陳詠琳 

黃雪盈 鄧梓軒 劉靄儀 陳明欣 

梁頌昆 阮麟軒 

何家寶 黃雪盈 黃俊禧 嚴愷晴 

歐泳賢 黃浩然 盧慧敏 李倩彤 

5E 
魏梓灝 傅嘉華 姚曼莉 游穎思

林茂源 黎咏思 

李俊楠 魏梓灝 姚曼莉 黃煒晴 

傅嘉華 

傅嘉華 魏梓灝 林家樂 姚曼莉 

林茂源 

魏梓灝 游穎思 何濠彤 黎咏思 

歐子琪 

魏梓灝 傅嘉華 姚曼莉 李俊楠 

丘海桐 

 

班

別 

全班下學期考試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中文科考試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英文科考試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數學科考試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常識科考試成績最優異 

首五名學生 

6A 

陳琬婷 吳鎧泓 蘇梓誠 黃穎淇 

曾梓浩 

陳琬婷 吳鎧泓 戴卓瑩 蘇梓誠 

黃穎淇 

陳琬婷 黃穎淇 吳鎧泓 蘇梓誠 

廖詠欣 

陳琬婷 吳鎧泓 曾梓浩 顏小晴 

黃穎淇 蘇梓誠 

陳琬婷 曾梓浩 戴卓瑩 譚凱晉 

吳鎧泓 

6B 

胡隽瑜 李可穎 姚俊謙 姚家樂

尹希琳 

胡隽瑜 李可穎 陳志杰 施長義 

張健華 

胡隽瑜 林景浩 李可穎 尹希琳 

陳志杰 

胡隽瑜 李可穎 姚俊謙 陳志杰 

姚家樂 

姚俊謙 胡隽瑜 尹希琳 姚家樂 

劉宇軒 

6C 

楊凱盈 歐雨奇 林巧蕎 何蕙兒

廖天恩 

楊凱盈 李洵 林欣怡 黃志健   

廖天恩 

楊凱盈 林欣怡 歐雨奇 林巧蕎 

廖天恩 

歐雨奇 何蕙兒 毛藝榛 廖天恩 

許漢中 楊凱盈 

歐雨奇 楊凱盈 林巧蕎 葉子堃 

廖天恩 

6D 

李璋盈 陳俊暉 曾慶祺 黎文曦

黃宇軒 

李璋盈 陳俊暉 陳樂妍 倪美恩 

黎文曦 

倪美恩 李璋盈 曾慶祺 陳樂妍 

陳俊暉 

袁文謙 黃宇軒 李浩銘 施希雅 

黎文曦 倪美恩 馮晉暉 

陳樂妍 陳俊暉 梁健恆 馮晉暉 

黃宇軒 李璋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