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頭涌官立小學 

領袖生名單 (2019 – 2020) 
 

總 隊 長 陳思穎 (F/6B) 

副總隊長 麥穎桐 (F/6B) 

  Ａ隊 Ｂ隊 Ｃ隊 崗位 帶班 

小隊隊長 曾樂晴 (F/6B) 高習之 (M/6A) 許珮琪 (F/6A) 總巡  

小隊副隊長 余俊穎 (M/6B) 黃雋皓 (M/6A) 黃暉喬 (F/6A) 總巡  

1 陳樂妍 (F/6B) 何灼琳 (F/6B) 簡昕陶 (F/6B) 禮堂後半(近正門) 6A 

2 鍾珮筠 (F/6A) 何紹姿 (F/6A) 黎星怡 (F/6A) 禮堂前半(近停車場) 6B 

3 林思朗 (M/6B) 李昕橋 (M/6B) 謝嘉銘 (M/6B) 禮堂前半 6C 

4 梁汝謙 (M/6A) 商晉瑋 (M/6A) 鄺應諾 (M/6B) 禮堂前半 6D 

5 張梓朗 (M/6A) 張允軒 (M/6A) 徐子豐 (M/6A) 禮堂後半 6E 

6 張靜琳 (F/5D) 李思慧 (F/5A) 周明怡 (F/5C) 禮堂後半 5A 

7 利芷欣 (F/5D) 梅可瑩 (F/5B) 史沛恩 (F/5A) 有蓋操場(近儲物室) 5B 

8 梁卓楠 (M/6E) 曾諾軒 (M/6D) 關森禧 (M/6C) 地下男洗手間 5C 

9 盧卓翹 (M/6C) 蘇譯希 (M/6C) 邱靖皓 (M/6B) 有蓋操場(後門) 5D 

10 陳璟樂 (M/5B) 李欣妍 (F/6B) 鄔晉睿 (M/6B) 有蓋操場(近樓梯) 5E 

11 黃熙桓 (F/5E) 張凱棋 (F/5D) 廖千詠 (F/5E) 有蓋操場(近水機) 4A 

12 黃敏澄 (F/5E) 關天娜 (F/5D) 袁曉烽 (M/5C) 操場中央 4B 

13 盧信楠 (M/5C) 鄭雋騫 (M/5B) 符  哲 (M/5E) 操場(近男洗手間) 4C 

14 吳弦臻 (M/5E) 卡卓紘 (M/5E) 濮進希 (M/5C) 操場(近有蓋操場) 4D 

15 王依田 (F/5C) 郭澄朗 (M/5A) 余賀賢 (M/5B) 羽毛球場 4E 

16 劉家豪 (M/5B) 黃正謙 (M/5A) 舒梓晴 (F/5E) 羽毛球場 3A 

17 鄧旭懷 (M/5B) 薛敬儒 (M/5A) 韋愷晴 (F/5D) 地下後梯 3B 

18 陳姿霖 (F/5B) 區天麒 (M/5B) 梁裕懿 (F/5E) 地下前梯(近玻璃門) 3C 

19 陳采南 (F/5A) 何朗逸 (M/5B) 關子朗 (M/5C) 地下前梯 3D 

20 趙熹緹 (F/5B) 劉家鎧 (M/5B) 林政熹 (M/5B) 五樓前梯 3E 

21 馮思漫 (F/5B) 陳晞童 (F/5B) 曾蔚喬 (F/5B) 五樓後梯 2A 

22 馬晞悅 (F/5B) 李芷蕎 (F/5A) 黃薇甄 (F/5A) 四樓前梯 2B 

23 莫睎傜 (F/5B) 梁雅頌 (F/5A) 解楚涵 (F/5B) 四樓後梯 2C 

24 戴彤諾 (F/5A) 馬琛悅 (F/5A) 葉恩廷 (F/5A) 三樓前梯 2D 

25 黃  藍 (F/5A) 蕭紫寧 (F/5B) 余紫瑩 (F/5A) 三樓後梯 2E 

26 黃曼睿 (F/6A) 鄭紫君 (F/6C) 賴一怡 (F/6A) 二樓前梯 1A 

27 張巧怡 (F/6E) 黃芷桐 (F/6C) 劉凱晴 (F/6B) 二樓後梯 1B 

28 林煦穎 (F/6E) 霍思齊 (F/6D) 白曉靜 (F/6B) 一樓前梯 1C 

29 李穎桐 (F/6E) 羅婥霖 (F/6D) 張詩浧 (F/6B) 一樓後梯 1D 

30 曾  婕 (F/6E) 沈恩慧 (F/6D) 梁芷臻 (F/6B) 地下女洗手間 1E 

 

（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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