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琚校家長學院畢業學員名單   

本學年第三屆琚校家長學院完成課程畢業學員共有 101位，其中榮獲 

金獎有 30位，銀獎有 18 位，銅獎有 20 位，證書 33 位，成效理想。 

奬項 班別 學生 家長 

金獎 1E 劉敏心 梁少萍 

1E 梁芷澄 蔡潔雯 

5A 黃晞茹 梁淑霞 

2A 常貝熙 樊千慧 

5A 張芮瑜 羅碧珍 

5D 梁瑋盈 張翠微 

2E 施嘉展 蔣瑞發 

1D 盧泳淇 劉妙英 

3B 鄧皓榮 黃苑玉 

5B 楊樂兒 蔡珍妮 

2C 藍祖佑 羅婭 

3C 葉紫晴 吳麗梅 

2C 林灝 王鐘萍 

5A 李欣婷 禹彩鳳 

2B 郭芷澄 萬國碧 

5B 陳迦蔚 梁蔚賢 

1C 黃兆晞 鍾建蘭 

2B 楊淇順 周榮華 

2C 黃浠諾 陳思惠 

4A 吳狄恩 黄莉莉 

1B 胡淏 劉秋戀 

5B 李心妍 陳韻怡 

6B 方瞬軒 劉玉華 

2D 張蔚喆 李枝青 

5A 曾鎂妮 李金容 

2A 楊凱亮 楊俊珍 

2D 鄭宇晉 帥小琴 

5B 蔣玥佟 鄺慶紅 

2B 慎明慧 慎雨霞 

4E 李美誼 袁月明 

銀獎 1B 張宇晴 盧凱兒 

3A 彭煦諾 黎紫媚 

3C 黃熙雅 彭響玲 

4E 李建霆 盧潔霞 

2C 麥智杰 梁惠惠 

3A 葉廣晉 李歡玲 

1A 陳兆鋒 李雁 

2A 陳一鳴 丘寧 

3A 曾卓凡 劉曉恩 



6A 李進謙 陳麗君 

1A 楊雅珺 李奇峰 

2A 劉倬豪 劉徑創 

2E 黃子超 葉燕珍 

3A 陳俊軒 伍朝霞 

3B 袁泳詩 高亮群 

4C 莫仲倫 李德群 

4C 邵康乐 胡小紅 

5B 李悅嘉 周虹 

銅獎 1B 黃思恩 杜小英 

1C 方樂遙 鍾秀娟 

2C 程一 潘山花 

3B 李亭誼 徐榕 

3D 潘卓熙 潘耀慶 

4A 李凌峰 鄧燕方 

5C 吳卓熹 覃妙芝 

6C 陳紫冰 周秀枝 

1A 熊彩虹 張璐璐 

1D 雷弈 雷風 

2C 何嘉熹 余善欣 

2D 黃詩意 黃小婷 

2B 鄭涵馨 陳婉儀 

2C 陳逸朗 林惠晶 

3B 胡嘉豪 郭巧容 

3C 林佩妮 周燕薇 

5C 梁天賜 李秀梅 

3B 梁卓男 黃美寶 

5B 胡錦鴻 胡惠玉 

5E 黃煒恒 鄭雯雅 

合格 1A 張明澤 文艷宏 

1B 馮君渝 朱珊 

2D 梁泳添 文嘉珩 

3A 佘家樂 胡慧英 

3B 蘇幼童 朱燦軍 

4A 劉心妍 張芳 

5A 盧家樂 羅小紅 

6C 何曉瑩 黃敏凌 

1D 李心玥 賀腊林 

3A 劉晉廷 陳韻盈 

3C 麥誠浚 余理琳 

3E 鄧澤鵬 徐菊峰 

5C 徐嘉維 陳福平 

5E 古俊熙 朱運梅 

6E 洪楚陽 戚一心 

1C 謝潔瑜 王紅瑤 

2B 陳晉堯 鍾婉萍 

2D 鄧鎧德 陳倩萍 

3A 白上博文 趙晨狄 

3A 張韾月 趙曉紅 

3B 丘澤豪 翁柳娥 



 
             

 
 

3E 何肇峰 石樂雯 

4B 鄭桾俊 陳明姬 

4E 鄺韻琪 黄葉青 

5A 吴澄 陳玉霞 

6C 蔡昊倫 洪玉群 

2A 屈念慈 周球 

2D 蘇廷謙 呂佩儀 

4A 陳建譽 劉秀麗 

4A 劉澤輝 黃婉琪 

5A 羅仲晞 鄧窕英 

5B 张慧敏 張高峰 

5C 林芷欣 陳素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