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一組領袖生名單 

 
第一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放學當值。 

小息後，須帶各班返回課室。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小息 放學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全校 各當值位置( 計分 )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全校 各當值位置( 計分 ) 

隊長 鍾曉晴 6C 全校 各當值位置( 計分 ) 

副隊長 翁明蔚 5A 全校 各當值位置(家長隊) (計分) 

副隊長 梁程殷 5A 4-6 年級 各當值位置(家長隊) (計分) 

副隊長 李俊樂 5D 1-3 年級 各當值位置(家長隊) (計分) 

1 陳芷悅 4A 1A DAY A、C、E 家長隊(1) 
2 周可悠 4B 1B DAY A、C、E 家長隊(1) 
3 彭思晨 4C 1C DAY B、D、F 家長隊(1) 
4 宋梓瑩 4D 1D DAY B、D、F 家長隊(1) 
5 陳芷澄 4A 2A DAY A、C、E 家長隊(2) 
6 沈榮鈞 4B 2B DAY B、D、F 家長隊(2) 
7 羅晉霖 4C 2C DAY A、C、E 家長隊(2) 
8 劉紫柔 4D 2D DAY B、D、F 家長隊(2) 
9 黃嫣兒 5C 3A DAY A、C、E 家長隊(3) 

10 李欣燁 6D 3B DAY A、C、E 兄姊隊 
11 陳玥林 4A 3C DAY B、D、F 家長隊(3) 
12 馬紫詠 6A 3D DAY B、D、F 家長隊(4-6) 
13 黃沛豪 5A 4A DAY B、D、F 家長隊(3) 
14 張凱堯 5B 4B DAY A、C、E 家長隊(3) 
15 潘子悠 5C 4C DAY B、D、F 兄姊隊 
16 劉巧曈 5D 4D DAY A、C、E家長隊(4-6) 
17 黃浚灝 5C 5A DAY A、C、E 自行隊(4) 
18 陳巧怡 6B 5B DAY B、D、F 自行隊(1) 
19 邱敏婷 6D 5C DAY B、D、F 自行隊(2) 
20 陳苑旻 5A 5D DAY A、C、E 自行隊(2) 
21 陳智浩 6B 6A DAY A、C、E 自行隊(3) 
22 陳曉穎 6A 6B DAY B、D、F 自行隊(3) 
23 李健銘 6A 6C DAY A、C、E 自行隊(1) 
24 鍾梓楓 6C 6D DAY B、D、F 自行隊(4) 

*如課前在雨天操場集隊，各領袖生須在鐘聲響起時，到所帶領之班別站崗及

於集會後帶領該班到課室。 
 
**如遇雨天放學，各領袖生不須在放學時當值。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二組領袖生名單 
 

第二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A 課前( 7:50-8:10am )、DAY F 小息期間及 
DAY D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游梓維 6D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張愷殷 5D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連梓芯 6B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金祉澄 5A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郭靜怡 4B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楊祉怡 5B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王浩名 4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徐俊星 5D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黃柏諺 4A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蔡穎僮 5C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陳崇諾 4C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周峻 5A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蔡尚言 6A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丘蕙寧 4A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王俊熙 5A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陳綺緹 6C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李思慧 6A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劉淳熙 5D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陳子淇 6B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陳可欣 6A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三組領袖生名單 
 

第三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B 課前( 7:50-8:10am )、DAY E 小息期間及 
DAY A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黃耀羲 6D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周柏豪 5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譚依晴 6C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連宇昊 6B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程梓豐 4C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黃芷晴 5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周煒霖 5A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司徒天嵐 4B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石伊澄 5C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周秀昕 4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何靜悠 5B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陳巧祈 6A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林瑋榆 6B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馮曉程 5A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王子涵 4C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張瀚霖 6D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陳柏源 5A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簡朗惟 4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凌康祈 6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林彥志 6A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四組領袖生名單 
 

第四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C 課前( 7:50-8:10am )、DAY D 小息期間及 
DAY F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鍾映彤 6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蔡梓言 5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梁飛揚 6D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楊琪琳 6A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陳裕豐 4C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何嘉天 5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黃國焯 4B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潘敬庭 6B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何思澄 6A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李明軒 5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林凱晴 4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文肖淳 5B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鄭晞晴 4B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鄭喆遠 5A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陳思呈 6B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陳欣怡 6C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周采怡 4D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蕭靖藍 5C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張諾揚 4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陳明慧 6A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五組領袖生名單 
 

第五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D 課前( 7:50-8:10am )、DAY B 小息期間及 
DAY E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梁栢熙 6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蔡惠冰 5C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張琳烯 6C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林鎧奕 6B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梁家希 5D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劉皓晴 4A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葉凱瑩 6C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胡凱晴 5C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陳思宇 6D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吳若希 5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吳柏睿 4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蒙學孜 6A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許善傜 5B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黎清芯 4B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梁樂敏 6B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周琬尉 5B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周昊軒 4A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陳奕犖 6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周蜜 5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林穎賢 4C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六組領袖生名單 
 

第六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E 課前( 7:50-8:10am )、DAY C 小息期間及 
DAY B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吳浩瀚 6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謝鎧蔚 5A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梁煒樂 6C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劉芷晴 6C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羅鎮聲 5A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王心宜 4C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鄒芷妤 6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胡凱晴 5D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林諾詩 4B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陳煜日 5B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馮浩賢 4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王頌霖 4A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陳栢欣 6A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蔡進傑 5D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潘凱欣 5A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黃巧萱 6B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黎鎧旋 4D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關淇文 5C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張幗姮 6D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蔣凱盈 6A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 年度    第七組領袖生名單 
 

第七組各領袖生隊員須於 DAY F 課前( 7:50-8:10am )、DAY A 小息期間及 
DAY C 午膳後( 12:45-1:05pm /星期五 12:45-1:00 pm )當值。 
**星期五當值位置依課室小息。  

編號 姓名 班別 當值地點 

   課前 小息/課室小息 午膳後 

總隊長 楊晉徽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總隊長 車殷希 6A 各級及各層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點名) 
協助全校同學及各隊事宜

(點名) /巡視一至四樓 

隊長 蔡進康 6B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雨天操場及協助一

至六年級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全校各班(點
名) 

副隊長 劉恩彤 5B 各級及各層 
巡視大操場及協助四至六年級同

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點名) 

副隊長 方栢炘 6A 各級及各層 
巡視雨天操場及協助一至三年級

同學(點名) /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點名) 

巡視及協助大操場及雨天

操場(點名) 

1 熊子樂 5A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巡視及
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2 黃俊誠 4B 一樓大樓梯 大操場/ 巡視及協助三、四樓各班 大操場及大操場冷靜區 

3 陳睿康 6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4 謝立翹 5D 二樓大樓梯 
大操場冷靜區/ 
巡視及協助一、二樓各班 

地下中間樓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5 陳希澄 4C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巡視及協助一至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6 胡苑綺 6A 三樓大樓梯 
地下中間樓梯及活動室門外長櫈/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7 張傲伽 4B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三、四樓中間樓梯 
一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一樓各班 

8 陳芍彤 4A 四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9 吳佩嘉 5A 
一樓 

中間樓梯 
校務處外長櫈 / 一、二樓中間樓梯 

二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二樓各班 

10 陳梓悠 5A 
二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三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三樓各班 

11 黃晞彤 4A 
三樓 

中間樓梯 
跳飛機位置 / 四樓大樓梯 

四樓大樓梯梯口秩序、巡

視及協助四樓各班 

12 羅鈺潔 6A 
四樓 

中間樓梯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3 黃穎琳 5C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冷靜區 / 三樓大樓梯 

地下大樓梯梯口及協助帶

隊上課室 

14 黃昊謙 6D 
巡視及協助

三、四樓各班 
雨天操場及巡視一至四樓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5 盧意婷 5B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雨天操場 / 二樓大樓梯 

一樓中間樓梯及協助一樓

梯口秩序 

16 施毓菲 6A 
巡視及協助

一、二樓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17 馬灝庭 5A 
** 巡視及協

助一至四樓

各班 
地下大樓梯梯口 / 一樓大樓梯 

雨天操場、跳飛機位置及

雨天操場冷靜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