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德獎學金 各班學業獎 

10-11 年度 11-12 年度 12-13 年度 13-14 年度 14-15 年度 15-16 年度 16-17 年度 17-18 年度 18-19 年度 

曹鍶澄(1A) 何文愷(1A) 蔡珀朗(1A) 譚樂瑤( 1A) 張曉淇(1A) 程學韻(1A) 溫梓傑(1A) 黎學臻(1A) 潘璟昕(1A) 

鍾卓枬(1A) 何柏澄(1A) 林希妍(1A) 陳芷茵( 1A) 梁幸苗(1A) 繆傑智(1A) 林漮蕎(1A) 林恩樂(1A) 張子珅(1A) 

黃卓言(1A) 屈愷桐(1A) 何建臻(1A) 王健行( 1A) 梁嘉浚(1A) 黃雅詩(1A) 梁詠琛(1A) 陳晉軒(1A) 陳卓言(1A) 

鍾佩熹(1B) 余東泰(1B) 張文浩(1B) 陳彥寧(1B) 廖英鋒(1B) 張文洛(1B) 劉加霖(1B) 周彥銘(1B) 張皓勤(1B) 

周樂怡(1B) 范芷琳(1B) 王卓榆(1B) 張子謙(1B) 何思融(1B) 莫曦迅(1B) 徐尉芯(1B) 黃芷晴(1B) 吳翹因(1B) 

陳藝文(1B) 林巧嵐(1B) 楊  怡(1B) 張世灝(1B) 司徒美欣(1B) 林子堯(1B) 尹天藍(1B) 林倬桁(1B) 林立(1B) 

梁煒謙(1C) 黃明欣(1C) 程學禮(1C) 任思衡( 1C) 石凱瑤(1C) 李安蕎(1C) 蔡潤彤(1C) 林志穎(1C) 林卓彥(1C) 

郭子軒(1C) 陳美延(1C) 許思蔚(1C) 丘嘉盈( 1C) 蘇泓睿(1C) 布雪瑩(1C) 鄺嘉淇(1C) 陳宥蓁(1C) 黃鈞佑(1C) 

曾佩珊(1C) 徐靖傑(1C) 丘祉熹(1C) 謝琛瑤( 1C) 任凱澄(1C) 柯韻晴(1C) 黃樂言(1C) 何潁姿(1C) 馬嘉樂(1C) 

廖子健(1D) 黃弦慧(1D) 何俊霆(1D) 洪卓羲(1D) 陳智彝(1D) 林嘉怡(1D) 黃湘瑜(1D) 黎姵怡(1D) 林漮縉(1D) 

蔡俊皓(1D) 張俊彥(1D) 謝晉華(1D) 馮穎汶(1D) 袁紀旻(1D) 歐邇善(1D) 王啟寅(1D) 梁恩琳(1D) 柯善瑤(1D) 

黃晴怡(1D) 李卓龍(1D) 陳奕孜(1D) 李昀澤(1D) 林樂昀(1D) 李皓庭(1D) 梁禧瑜(1D) 陳柏賢(1D) 何以朗(1D) 

楊卓軒(2A) 鍾佩熹(2A) 黃明欣(2A) 張文浩( 2A) 謝琛瑤(2A) 廖英鋒(2A) 安梓瑜(2A) 蔡潤彤(2A) 周彥銘(2A) 

黃籽翱(2A) 陳藝文(2A) 林巧嵐(2A) 嚴巧晴( 2A) 任思衡(2A) 冼卓軒(2A) 黎凱晴(2A) 李心琛(2A) 李懿堯(2A) 

李釬琳(2A) 鍾嘉兒(2A) 鄭旭希(2A) 何建臻( 2A) 梁禧哲(2A) 林希汶(2A) 黃雅詩(2A) 徐尉芯(2A) 方紀晴(2A) 

潘柔雅(2B) 曹鍶澄(2B) 余東泰(2B) 程學禮(2B) 洪卓羲(2B) 張曉淇(2B) 程學韻(2B) 黃樂言(2B) 林恩樂(2B) 

覃思遠(2B) 梁煒謙(2B) 余芷瑩(2B) 林倚葶(2B) 陳芷茵(2B) 陳曉朗(2B) 林嘉怡(2B) 黃湘瑜(2B) 關晉瑜(2B) 

林意恒(2B) 蔡俊皓(2B) 盧汀琦(2B) 梁愷晴(2B) 胡凱淇(2B) 鄧文晞(2B) 張文洛(2B) 關詠文(2B) 趙岢澄(2B) 

張凱善(2C) 周樂怡(2C) 黃弦慧(2C) 何俊霆( 2C) 陳彥寧(2C) 梁嘉浚(2C) 李安蕎(2C) 郭思聰(2C) 陳卓希(2C) 

何立言(2C) 黃卓言(2C) 張俊彥(2C) 許思蔚( 2C) 譚樂瑤(2C) 袁紀旻(2C) 繆傑智(2C) 陳灼知(2C) 陳晉軒(2C) 

王恩彤(2C) 曾佩珊(2C) 葉智霖(2C) 蔡珀朗( 2C) 王健行(2C) 李柔(2C) 鄧詠之(2C) 劉加霖(2C) 黎姵怡(2C) 



朱曉楹(2D) 廖子健(2D) 范芷琳(2D) 蘇圃慧(2D) 馮穎汶(2D) 梁幸苗(2D) 石浩言(2D) 尹天藍(2D) 黃芷晴(2D) 

蘇婥盈(2D) 鍾卓枬(2D) 趙凱敏(2D) 謝晉華(2D) 何嘉寶(2D) 石凱瑤(2D) 柯韻晴(2D) 黃皓晴(2D) 梁恩琳(2D) 

劉清揚(2D) 麥詩蕾(2D) 陳美延(2D) 王卓榆(2D) 陸俊軒(2D) 張煒軒(2D) 莫曦迅(2D) 溫梓傑(2D) 林志穎(2D) 

屈梓瑩(3A) 李釬琳(3A) 周樂怡(3A) 黃弦慧( 3A) 程學禮(3A) 譚樂瑤(3A) 張曉淇(3A) 安梓瑜(3A) 蔡潤彤(3A) 

李澤城(3A) 楊卓軒(3A) 鍾佩熹(3A) 黃明欣( 3A) 張文浩(3A) 馮穎汶(3A) 梁嘉浚(3A) 程學韻(3A) 陳灼知(3A) 

何思萱(3A) 李松謙(3A) 曹鍶澄(3A) 林巧嵐( 3A) 王卓榆(3A) 陳彥寧(3A) 廖英鋒(3A) 黃雅詩(3A) 李心琛(3A) 

吳雪苗(3B) 葉芷翹(3B) 梁慧嘉(3B) 詹子晴(3B) 陳倩雯(3B) 王穎琛(3B) 劉倬熒(3B) 許贍文(3B) 袁紀婷(3B) 

周凱駿(3B) 丘凱彤(3B) 林佳儀(3B) 黎海怡(3B) 葉柏賢(3B) 鍾政彥(3B) 王易(3B) 李錦銘(3B) 周浩逸(3B) 

關穎欣(3B) 王穎詩(3B) 馮穎彤(3B) 周浚樂(3B) 陳苡晴(3B) 區翔樂(3B) 譚焯琳(3B) 張顯銘(3B) 郭思愉(3B) 

鄺凱瑩(3C) 陳映如(3C) 羅樂瑤(3C) 潘卓頤( 3C) 鄒可欣(3C) 黃樂然(3C) 倫啟東(3C) 潘美璇(3C) 郭心柔(3C) 

陳家灝(3C) 李曉蔚(3C) 孫郁皓(3C) 陳珈汶( 3C) 陳浚旗(3C) 吳芷晴(3C) 姚嘉琳(3C) 林心穎(3C) 盧逸昇(3C) 

黃梓晴(3C) 朱巧彤(3C) 林泳欣(3C) 謝芷桐( 3C) 區展旻(3C) 朱珈誼(3C) 吳柏彥(3C) 鄭睿晴(3C) 黃樂爾(3C) 

單浠媮(3D) 耿靖欣(3D) 陳穎芝(3D) 張嘉桓(3D) 梁予慇(3D) 葉宗熹(3D) 周俊熹(3D) 盧立言(3D) 沈子鈞(3D) 

羅佩琳(3D) 梁凱喬(3D) 黃凱俊(3D) 林穎妍(3D) 陳俊曦(3D) 甄蘊而(3D) 施正諾(3D) 蔣希敏(3D) 王廷熙(3D) 

陳健偉(3D) 鄧傑玲(3D) 黃穎濡(3D) 鍾卓穎(3D) 劉燕琳(3D) 羅子軒(3D) 郭玥瑜(3D) 阮靖婷(3D) 楊智鋒(3D) 

關心怡(4A) 屈梓瑩(4A) 楊卓軒(4A) 鍾佩熹( 4A) 黃明欣(4A) 程學禮(4A) 譚樂瑤(4A) 梁幸苗(4A) 安梓瑜(4A) 

龍倩湄(4A) 李澤城(4A) 李釺琳(4A) 周樂怡( 4A) 黃弦慧(4A) 王卓榆(4A) 黃樂然(4A) 張曉淇(4A) 程學韻(4A) 

鄭家皓(4A) 何思萱(4A) 朱曉楹(4A) 廖子健( 4A) 林巧嵐(4A) 張文浩(4A) 陳彥寧(4A) 梁嘉浚(4A) 江浠璇(4A) 

崔家豪(4B) 劉曉澄(4B) 耿靖欣(4B) 林卓言(4B) 陳珈汶(4B) 趙日天(4B) 何嘉寶(4B) 李柔(4B) 張顯銘(4B) 

莫家昊(4B) 陳映霖(4B) 麥俊泓(4B) 黃穎濡(4B) 鍾卓穎(4B) 徐湘琳(4B) 譚文軒(4B) 倫啟東(4B) 朱子治(4B) 

王智軒(4B) 黃泳潼(4B) 溫澔祺(4B) 林鉦凱(4B) 麥卓謙(4B) 鄭嘉鈺(4B) 張棨嵐(4B) 姚嘉琳(4B) 李錦銘(4B) 

馮詠儀(4C) 陳梓謙(4C) 呂懿媛(4C) 陳惠思( 4C) 許倩雯(4C) 葉柏賢(4C) 徐熙仲(4C) 梁晉逸(4C) 林熙然(4C) 



黃天樂(4C) 陳子軒(4C) 鄭律賢(4C) 陳雨晴( 4C) 麥子謙(4C) 招俊然(4C) 徐宇軒(4C) 徐芷琳(4C) 何昊軒(4C) 

歐永傑(4C) 鄭凱林(4C) 黃祉淇(4C) 蘇靖焮( 4C) 謝芷晴(4C) 陸承恩(4C) 郭晉曦(4C) 梁昕靖(4C) 鄧淽殷(4C) 

陳曉澄(4D) 林汶俊(4D) 郭聿維(4D) 黃羨瑜(4D) 盧宇軒(4D) 江蘊芝(4D) 梁朗弦(4D) 吳沚柔(4D) 呂瀅(4D) 

區嘉琳(4D) 鄧嘉茵(4D) 王齡莉(4D) 陳卓陽(4D) 劉韶嵐(4D) 馮穎(4D) 陳琬菁(4D) 黃思瑋(4D) 周巧柔(4D) 

陳宏熙(4D) 周子淳(4D) 李文豪(4D) 林倬澧(4D) 李子俊(4D) 郭沛妍(4D) 羅子軒(4D) 鄭卓賢(4D) 鍾政逸(4D) 

林穎心(5A) 關心怡(5A) 屈梓瑩(5A) 楊卓軒( 5A) 鍾佩熹(5A) 黃明欣(5A) 程學禮(5A) 譚樂瑤(5A) 張曉淇(5A) 

黃婥潁(5A) 鄭家皓(5A) 劉曉澄(5A) 朱曉楹( 5A) 周樂怡(5A) 黃弦慧(5A) 呂思慧(5A) 陳彥寧(5A) 廖英鋒(5A) 

范愷翹(5A) 龍倩湄(5A) 李澤城(5A) 何立言( 5A) 廖子健(5A) 林巧嵐(5A) 王卓榆(5A) 黃樂然(5A) 梁嘉浚(5A) 

吳麗瑩(5B) 林浩森(5B) 李晞揚(5B) 梁雪晴(5B) 馮穎彤(5B) 彭子珊(5B) 黃靖忻(5B) 徐宇軒(5B) 楊嘉懿(5B) 

楊澤俐(5B) 梁浩明(5B) 蔡建邦(5B) 伍漢宏(5B) 黃堯楓(5B) 謝芷桐(5B) 陳培軒(5B) 譚文軒(5B) 黃一心(5B) 

周凱晴(5B) 李殷睿(5B) 黃樂晴(5B) 葉芷翹(5B) 楊煜(5B) 李煜俊(5B) 劉知穎(5B) 郭晉曦(5B) 姚嘉琳(5B) 

梁俊灝(5C) 梁昕善(5C) 馬心喬(5C) 周士棟( 5C) 李欣桐(5C) 梁詠桐(5C) 劉鎮德(5C) 朱寶鈿(5C) 王菲菲(5C) 

李欣美(5C) 梁立治(5C) 楊文意(5C) 劉梓駿( 5C) 許凱琳(5C) 王仁宏(5C) 張晉軒(5C) 趙晉朗(5C) 劉芷欣(5C) 

劉妍彤(5C) 林曉儀(5C) 林文浩(5C) 何文詠( 5C) 呂卓謙(5C) 黃芷鈴(5C) 貢明芝(5C) 李鎧彤(5C) 陳莙橋(5C) 

張希慧(5D) 鄧梓炘(5D) 蔡本光(5D) 吳穎妍(5D) 陳雨晴(5D) 黃子淳(5D) 傅恩琪(5D) 曾珮瑩(5D) 曾敏嬅(5D) 

王昱琪(5D) 溫庭婷(5D) 劉珈余(5D) 張皓傑(5D) 陳佩雯(5D) 何樂瑤(5D) 趙晉健(5D) 胡芷君(5D) 單煒晴(5D) 

許瀧濼(5D) 潘韋霖(5D) 徐浩然(5D) 陸宇軒(5D) 李子翹(5D) 張泳兒(5D) 何名軒(5D) 呂穗琳(5D) 柳君昊(5D) 

陳若芊(6A) 林穎心(6A) 關心怡(6A) 劉曉澄( 6A) 楊卓軒(6A) 鍾佩熹(6A) 黃弦慧(6A) 程學禮(6A) 譚樂瑤(6A) 

李駿傑(6A) 范愷翹(6A) 龍倩湄(6A) 屈梓瑩( 6A) 陳芷萱(6A) 廖子健(6A) 黃明欣(6A) 何建臻(6A) 陳彥寧(6A) 

黃楚喬(6A) 侯穎兒(6A) 鄭家皓(6A) 李澤城( 6A) 朱曉楹(6A) 林傲芹(6A) 余東泰(6A) 呂思慧(6A) 黃樂然(6A) 

郭家寶(6B) 楊澤俐(6B) 林浩森(6B) 黃樂晴(6B) 何芷欣(6B) 黃堯楓(6B) 彭子珊(6B) 何名浚(6B) 郭晉曦(6B) 

黃天嵐(6B) 曾宥騏(6B) 鄭嘉晴(6B) 李晞揚(6B) 王海懿(6B) 楊煜(6B) 李煜俊(6B) 黃靖忻(6B) 張棨嵐(6B) 



李穎思(6B) 吳麗瑩(6B) 何尚君(6B) 蔡建邦(6B) 李珈熹(6B) 馮穎彤(6B) 謝芷桐(6B) 馮穎(6B) 陳琬菁(6B) 

梁凱培(6C) 李欣美(6C) 蔡子杰(6C) 楊文意( 6C) 何文詠(6C) 林倬澧(6C) 黃芷鈴(6C) 貢明芝(6C) 李汝森(6C) 

蔡沛森(6C) 梁俊灝(6C) 楊梓恒(6C) 李珮嘉( 6C) 梁崇軒(6C) 李欣桐(6C) 梁詠桐(6C) 廖卓炫(6C) 陳奕行(6C) 

歐旨臨(6C) 陳樂熹(6C) 盧浚杰(6C) 林文浩( 6C) 李文豪(6C) 呂卓謙(6C) 許倩雯(6C) 楊鍵濤(6C) 李鎧彤(6C) 

陳啟衡(6D) 王昱琪(6D) 鄧梓炘(6D) 劉珈余(6D) 梁閎傑(6D) 陳雨晴(6D) 黃子淳(6D) 周施穎(6D) 胡芷君(6D) 

何綽嵐(6D) 許瀧濼(6D) 黃曉盈(6D) 梁森兒(6D) 馮皓麟(6D) 徐澧妍(6D) 謝芷晴(6D) 何名軒(6D) 曾珮瑩(6D) 

郭艷卿(6D) 張希慧(6D) 溫庭婷(6D) 徐浩然(6D) 麥家豪(6D) 李子翹(6D) 何樂瑤(6D) 傅恩琪(6D) 黎仲珩(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