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名單如下： 

（一）「個人卓越表現獎」（金/銀/銅獎） 

小四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4A 李雨霏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滬江小學 4D 朱子晴 780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4A 曾穎駿 779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4C 黃子睿 7780 

 



小五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5A 董皓澄 780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

楚標學校 

5A 陳曉雯 779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5J 莊瀚林 7780 

 

小六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6B 黃智熙 780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6B 文雅詩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6A 呂卓霖 779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6A 林子岳 7770 

 

 

 



中一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拔萃女書院 1E 黎泳欒 775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佛教大雄中學 1B 盧桂麒 774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中學部） 07C 李宜霏 774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中學部） 07D 李宜霖 774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中學部） 07D 盧知行 774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1B 劉子琪 7720 

 

 

 

 



中二及中三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3B 李梓塱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循道中學 3R 鍾卓穎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D 陳思桐 780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循道中學 3B 朱何生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

紀念中學 
3A 勞嘉偉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

學 
3A 馬綽妤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潮州會館中學 3A 鄭惠娜 779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港大同學會書院 S2C2 唐沛如 7770 

 



高中組 

獎項 學校 班別 姓名 2021-2022 學年得分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循道中學 4B 陳楚穎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4A 羅芷珊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4D 周雨欣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4D 張迦欣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麗澤中學 5A 蔡婷 7800 

「卓越表現獎」金獎 

（全港第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5D 譚卓儀 780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5D 蕭詠瑤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循道中學 4G 麥嘉宏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麗澤中學 5A 顧諾言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5D 吳汶蔚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5B 何凱生 7790 

「卓越表現獎」銀獎 

（全港第二名） 
循道中學 5W 吳卓謙 779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5M 布曉彤 7780 



（全港第三名）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4B 張靖楠 7780 

「卓越表現獎」銅獎 

（全港第三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5D 徐樂恒 7780 

 

（二）「學校積極參與獎」 

類別 學校 

小學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小學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中學 德蘭中學 

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中學 循道中學 

 

（三）「團體卓越表現獎」 

閱讀組別 學校 

小四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五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六組 英華小學 

中一組 拔萃女書院 

中二及中三組 循道中學 

高中組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