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有關【2020至 2021年度上學期嘉許禮_一至三年級】事宜 

通告編號：2021114 

                                                       日    期：2-2-2021 

敬啟者： 

 

一至三年級「上學期嘉許禮」將以網上形式舉行，有關安排如下，敬請垂注！ 

 

日    期 ：2021年 2月 5日(星期五) 

對    象 ：一至三年級全體學生 

服    飾 ：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 

 

時間 安排 注意事項 

** 當天不用上網課 ** 

10:00-10:15 家長及學生登入 

 

Zoom登入 ID及密碼：跟平日網課相同 

 
#請登入時註明班別和姓名，如「1A陳小
明」或「1A陳小明家長」 

 得獎名單見附件 

 請家長在 4/2(四)到

校領回得獎生的獎狀

及獎品，留待典禮當

天在家頒發給子女 

 參與典禮時，懇請家

長衣著整齊，一同嘉

許表現出色的學生 

10:15-10:45 典禮 

程序如下 

秩序一：齊集 

秩序二：唱校歌 

秩序三：校長致訓詞 

秩序四：頒獎(操行獎、服務獎、課堂積極

獎、課業優良獎) 
秩序五：禮成 

 8/2(一)12:00前將

於學校網頁上載嘉許

禮的片段 

 

此致 

各位家長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謹   啟 

----------------------------------------------------------------------         

【2020至 2021年度上學期嘉許禮_一至三年級】 回條 
通告編號：2021114 

                                                              (請在適當□內加)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於 2月 5日(星期五)舉行「上學期嘉許禮」。 

 

此覆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家長簽署：                        

                                           （    ）班 學生：（             ） 

                                                      電話：（             ） 

2021年   月   日  

*請於 3/2(三)回覆電子通告。 



附件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嘉許禮 

獲獎名單 

班別 操行獎 服務獎 

1A 張嘉穎 孟德泓 沈峻碩 張景蕊 

1B 關浩軒 梁瑋晴 文耀雋 張嘉雯 

1C 曾彥豪 何子謙 何子謙 陳伊蕾 

1D 陳暟凝 黃梓健 唐筠賢 蘇諾怡 

1E 梁樂琪 李健遵 彭瑞淇 陳柏熙 

2A 吳雨茵 羅詩語 馬紫琳 呂昀澤 

2B 汪柏綸 鄭子均 周汶琪 曾逸曦 

2C 陳凱淇 郭尚賢 陳凱淇 林豐 

2D 楊昊睿 楊卓力 蔡家銘 蔡家恩 

2E 葉子雨 王心妤 杜玥瑤 羅智權 

3A 陳靖嵐 蘇詩澄 鄭伊晴 莊家熹 

3B 鄧佩橋 梁佩妍 陳紫涵 黃程海 

3C 馮子昱 馮浩天 張嘉慧 AAYUSH 

3D 陸彥彤 陳瑞霖 陳晞雪 陳瑞霖 

3E 郭寶怡 黃祉皓 唐筠雅 徐浚圃 

 

 

 

 

 

 

 

 

 

 

 

 

 

 

 



 

班別 
課堂積極奬 課業優良奬 

中 英 數 常 中 英 數 常 

1A 
陳姵均 鄧穎芯 區子澄 鄭子滶 張梓軒 李梓塱 陳政鉉 劉雅軒 

劉淽晴 張嘉穎 孟德泓 沈峻碩 李昊元 沈峻碩 張景蕊 張嘉穎 

1B 
陳卓霖 張綽恆 陳奕朗 梁瑋晴  歐思朗 關浩軒 張嘉雯 吳雨軒 

張嘉雯 許千悠 吳晋霆 黃兆葵 張靖瑤 李羽晴 嚴靖欣 嚴駿傑 

1C 
黎思源 何子謙 黎思源 何子謙 關睿鈞 羅朗軒 何子謙 陳伊蕾 

曾彥豪 曾彥豪 屈沛言 楊元晞 何子謙 謝子健 黃曉駿 何子謙 

1D 
呂沛馨 陳子晴 蔡汶峻 梁雅莊 黃梓健 陳暟凝 陳子晴 陳暟凝 

黃號軍 梁雅莊 白嘉炳 黃浩毅 蘇諾怡 馬澤鍵 唐筠賢 馬澤鍵 

1E 
凌皓 徐芯兒 張希妍 鄭秉樑 徐芯兒 彭瑞淇 蔣正寅 陳柏熙 

謝俊樑 梁樂琪 葉柏霖 林茵茵 梁樂琪 謝俊樑 張心妍 李健遵 

2A 

艾杜華 劉裕欣 古芷芹 朱恩朗 鄭安恆 羅詩語 張兆麒 馬一森 

呂昀澤 呂昀澤 董泰佑 梁凱盈 劉芯羽 馬紫琳 羅詩語 吳雨茵 

馬紫琳 / / / / / / / 

2B 
張凱勤 方奕朗 周麗琪 陳峻晞 陳愷彤 陳愷彤 鄭紫欣 許千恩 

林泳欣 吳思琪 吳思琪 周汶琪 許千恩 陳峻晞 鄭子均 林煒壹 

2C 
陳凱淇 周心玥 陳浩賢 陳浩賢 陳浩賢 陳凱淇 謝子樂 郭尚賢 

鄭秋瀅 謝子樂 林豐 周心玥 郭尚賢 郭尚賢 鍾國燊 謝子樂 

2D 
賴啟榮 蔡家恩 曾詠詩 黃健瑋 蔡家銘 楊卓力 蔡家銘 蔡家恩 

王孝桐 陸希晴 黃柏僖 陸希晴 蔡家恩 楊昊睿 楊昊睿 王孝桐 

2E 
羅智權 方心怡 羅智權 陳德謙 陳英傑 王心妤 杜玥瑤 杜玥瑤 

杜玥瑤 杜玥瑤 王心妤 羅智權 杜玥瑤 葉子雨 葉子雨 王心妤 

3A 
李林澄 李苡琳 莊家熹 莊家熹 蘇景樂 陳靖嵐 梁偉邦 陳靖嵐 

黃鐘熙 李苡榆 李孝賢 鄭伊晴 蘇詩澄 蘇詩澄 李林澄 梁偉邦 

3B 
陳紫涵 梁佩妍 梁佩妍 梁佩妍 梁銥涵 陳紫涵 陳兆𤋮 梁佩妍 

黃賢慶 鄧佩橋 黃思琪 黃賢慶 朱晋輝 朱晋輝 朱晋輝 汪龍騰 

3C 

鄭善美 AAYUSH 鄭善美 鄭善美 巫艾娜 方霆樂 張凱彤 張凱彤 

張嘉慧 張嘉慧 方霆樂 陳溢龍 張凱彤 梁澄晴 方霆樂 馮浩天 

/ / / / 梁澄晴 / / / 

3D 
陳寶欣 陸彥彤 陳瑞霖 陸彥彤 劉諾彥 郭荇晴 劉諾彥 陳瑞霖 

曹子朗 黃嘉珏 陸彥彤 曾若嵐 馬嘉樂 劉諾彥 馬嘉樂 郭荇晴 

3E 
黃淑霖 鍾和興 張景誠 岑卓琳 林豫恒 唐筠雅 李銘希 陳冠豪 

徐浚圃 余文楊 梁洲華 黃晞桐 刁彩恩 莫少鈞 曾鎰鏇 張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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