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年度 

P.1 至 P.5 下學期考試及 P.6 畢業考試 

學科龍虎榜獲獎名單 

S.K.H. St. Matthew’s Primary School  

2021-2022  High Achievers Awards 

  

1A  /       

1B  黃一諾 黃芷萱 潘禮珩     

2A 陳瑜成 梁宇成 陳映彤     

2B  林子彤 吳詠淘 李添祥     

3A  /       

3B 陳紫欣 黃柏昇 林青慧 何浚樑    

4A  蔡 燁 文希妍 吳詠琳 麥軒華 莫偉恒   

4B  劉應隆 凌心怡 黃宇曦 邱 悦    

5A 謝明茵 馮曉琳 傅源發 何烯賢 李俊軒   

5B  黎若朵 劉思翰 羅梓蕙     

6A  林逸龍 謝政東 游晉亭 蕭宇婷 潘禮政   

6B 曾栢熙 蔡佩珈 鄭憫晴     

備註(Remarks)： 

 * 一至六年級各班於考試中獲得 A 級成績(86-100 分)，最高分的首三名或首三組同學

便可獲獎。  

Awarded to the top 3 highest scoring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ithin grade A range (86-100 

marks) in the exam.  

* 上述為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畢業考試」獲獎名單。 

Above is the list of awardees of the 2nd Term P.1-P.5 Examination and P.6 Graduation 

Examination. 

中 文  (Chinese Language) 



2021-2022 年度 

P.1 至 P.5 下學期考試及 P.6 畢業考試 

學科龍虎榜獲獎名單 

S.K.H. St. Matthew’s Primary School  

2021-2022  High Achievers Awards 

 
 

1A  蔡志健 GABRIEL MAUREEN ROMINA    

1B   歐陽寶兒 JACOB BEN 古阿琳 麥碧琦    

2A SAMANTHA 梁綺華 洪駿偉        

2B  NIMINGSHA MATTHAN 黃朗墨 林子彤 孫佩儀   

3A  KRYZTEL 張美蓮 鍾敖天 林憫曦 盧俊熹   

3B RUFAIDA STEFANY 陳紫欣     

4A  蔡 燁 李渟軒 陳紹儀 林凱澄    

4B  邱 悦 SUPRINA ADRIEL     

5A MAYRA 李俊軒 尹希文 陶子宏    

5B  GENE 劉思翰 黎若朵 羅梓蕙    

6A  MARC JOHN 麥慧琦 游晉亭 潘禮政 ANGEL   

6B 曾栢熙 何昕穎  羅子朗     

備註(Remarks)： 

 * 一至六年級各班於考試中獲得 A 級成績(86-100 分)，最高分的首三名或首三組同學

便可獲獎。  

Awarded to the top 3 highest scoring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ithin grade A range (86-100 

marks) in the exam.  

* 上述為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畢業考試」獲獎名單。 

Above is the list of awardees of the 2nd Term P.1-P.5 Examination and P.6 Graduation 

Examination. 

英 文  (English Language) 



2021-2022 年度 

P.1 至 P.5 下學期考試及 P.6 畢業考試 

學科龍虎榜獲獎名單 

S.K.H. St. Matthew’s Primary School  

2021-2022  High Achievers Awards 

 
 

1A  蔡志健       

1B  黃一諾 黃芷萱 張峻霆 潘禮珩    

2A 陳傑鑫 陳瑜成 王皓宸     

2B  黃朗墨 林子彤 吳詠淳     

3A  傅均發 廖俊軒 敖恩滿     

3B 陶子辰 何浚樑 陳紫欣 黃婉鋨 黃柏昇   

4A  李渟軒 麥軒華 吳詠琳 蔡 燁    

4B  孫嘉怡       

5A 馮曉琳 何涵勤 陶子宏     

5B  陳崇熹 許梓珩 鍾裕童 黎若朵 劉思翰   

6A  林子聰 曹競方 潘禮政 游晉亭 林逸龍 史恩樂  

6B 曾栢熙 何昕穎 羅子朗     

備註(Remarks)： 

 * 一至六年級各班於考試中獲得 A 級成績(86-100 分)，最高分的首三名或首三組同學

便可獲獎。  

Awarded to the top 3 highest scoring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ithin grade A range (86-100 

marks) in the exam.  

* 上述為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畢業考試」獲獎名單。 

Above is the list of awardees of the 2nd Term P.1-P.5 Examination and P.6 Graduation 

Examination. 

數 學  (Mathematics) 



2021-2022 年度 

P.1 至 P.5 下學期考試及 P.6 畢業考試 

學科龍虎榜獲獎名單 

S.K.H. St. Matthew’s Primary School  

2021-2022  High Achievers Awards 

 
 

1A  /       

1B  潘禮珩 黃芷萱 黃一諾     

2A 葉文軒 梁宇成 陳映彤 陳瑜成    

2B  林子彤 黃朗墨 李添祥     

3A  敖恩滿 林憫曦 廖俊軒     

3B 陳紫欣 林青慧 黃柏昇 陶子辰    

4A  李渟軒 蔡 燁 鄧雅文 廖芷瑩 麥軒華 林凱澄  

4B  馮正希 莫梓泳 邱 悦     

5A 李俊軒 謝明茵      

5B  黎若朵 羅梓蕙 劉思翰     

6A  游晉亭 潘禮政 謝政東 曹競方 史恩樂 林逸龍 林子聰 

6B 羅子朗 曾栢熙 蔡佩珈 何昕穎    

備註(Remarks)： 

 * 一至六年級各班於考試中獲得 A 級成績(86-100 分)，最高分的首三名或首三組同學

便可獲獎。  

Awarded to the top 3 highest scoring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ithin grade A range (86-100 

marks) in the exam.  

* 上述為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畢業考試」獲獎名單。 

Above is the list of awardees of the 2nd Term P.1-P.5 Examination and P.6 Graduation 

Examination. 

常 識  (General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