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022 至 2023 年度風紀職務分配表                      

崗號 
A 隊風紀 

星期一、三值日 
B 隊風紀 

星期二、四、五值日 
早上值日崗位 

小息(一)  
負責區域 

午息/ 半天/ 雨天/ 
酷熱天氣警告措施 

負責區域 

1 曾瓊樂 6D 胡雅淇 6D 
第一隊小隊長 
正門大閘 

第一隊小隊長  
巡察隊員工作 

第一隊小隊長 
巡察六樓  

2 戴慧綝 6B 卓孝俞 6C 管理 6A 班(Rm601) 六樓前梯 管理 6A 班(Rm601) 

3 何晉希 6D 梁燿軒 6D 管理 6B 班(Rm602) 六樓走廊 管理 6B 班(Rm602) 

4 潘品霖 6A 翟梓朗 6B 管理 6C 班(Rm603) 六樓後梯 管理 6C 班(Rm603) 

5 曾綺雯 6A 區棋華 6A 管理 6D 班(Rm604) 五樓前梯 管理 6D 班(Rm604) 

6 胡仲翹 6A 鄧嘉怡 6A 管理 5A 班(Rm605) 五樓走廊 管理 5A 班(Rm605) 

7 譚靖潼 6A 張心悅 6D 管理 5B 班(Rm606) 五樓後梯 管理 5B 班(Rm606) 

8 吳珀崇 6D 劉曉澄 6A 
第二隊小隊長 

禮堂側 
第二隊小隊長 
巡察隊員工作 

第二隊小隊長 
巡察五樓 

9 張妤楹 5B 鄒子妤 5C 管理 4A 班(Rm501) 有蓋操場 管理 4A 班(Rm501) 

10 莊子熙 6D 張梓瀧 6A 管理 4B 班(Rm502) 有蓋操場 管理 4B 班(Rm502) 

11 陳家茵 6A 王佑恩 6D 管理 4C 班(Rm503) 有蓋操場 管理 4C 班(Rm503) 

12 胡芍淇 6D 易朗曦 6D 管理 4D 班(Rm504) 有蓋操場 管理 4D 班(Rm504) 

13 劉洛彤 6D 林  晞 6D 管理 5C 班(Rm505) 有蓋操場 管理 5C 班(Rm505) 

14 張卓薏 6D 方晞彤 6D 管理 5D 班(Rm506) 露天長廊 管理 5D 班(Rm506) 

15 張紫愉 5C 朱芊溢 5C 管理 3D 班(Rm507) 正門大閘 管理 3D 班(Rm507) 

16 潘康舜 5D 曾瓊霖 5D 
第三隊小隊長  
有蓋操場 

第三隊小隊長 
巡察隊員工作 

第三隊小隊長 
巡察三、四樓 

17 梁希研 5C 王曦尉 5C 管理 2A 班(Rm401) 四樓前梯 管理 2A 班(Rm401) 

18 林正浩 5C 黃珞傜 5C 管理 2B 班(Rm402) 四樓走廊 管理 2B 班(Rm402) 

19 陳伊樂 5D 周靜悠 5C 管理 2C 班(Rm403) 四樓後梯 管理 2C 班(Rm403) 

20 明宥莉 5D 麥雅然 5D 管理 2D 班(Rm404) 禮堂側(前) 管理 2D 班(Rm404) 

21 黃焯昊 5D 曾紫翹 5D 管理 3C 班(Rm407) 禮堂側(後) 管理 3C 班(Rm407) 

22 伍梓穎 5A 阮智謙 5A 管理 3B 班(Rm307) 一樓前梯 管理 3B 班(Rm307) 

23 許樂晴 5D 鄭皓睿 5D 
第四隊小隊長  
有蓋操場 

第四隊小隊長 
巡察隊員工作 

第四隊小隊長 
巡察二樓 

24 黃以晴 5D 談凱琳 4A 管理 1A 班(Rm201) 正門大閘 管理 1A 班(Rm201) 

25 吳卓蔚 4A 何承熹 4A 管理 1B 班(Rm202) 二樓前梯 管理 1B 班(Rm202) 

26 劉康正 4B 王柏豪 4C 管理 1C 班(Rm203) 二樓走廊 管理 1C 班(Rm203) 

27 張日希 4D 岑梓僑 4D 管理 1D 班(Rm204) 二樓後梯 管理 1D 班(Rm204) 

28 梁孝恩 4C 蕭俞欣 4C 管理 3A 班(Rm207) 一樓後梯 管理 3A 班(Rm207) 

29 黃迦蕎 4C 黃思篔 4C 
第五隊小隊長 
有蓋操場 

第五隊小隊長 
巡察隊員工作   

第五隊小隊長 
巡察一、三樓及有蓋操場 

30 陳家禧 4C 陳昭彤 4C 地下前梯 教員室 教員室 

31 王芊悅 4D 高梓晴 4D 地下後梯 教員室 教員室 

32 胡梓瑩 4C 羅樂澄 4C 有蓋操場 三樓後梯 有蓋操場 

33 楊悅晴 4C 趙海瑩 4C 大堂 三樓前梯 有蓋操場 

34 魏穎彤 5D 梁穎心 5C 風 紀 隊 長 : 1. 巡察隊員工作   

2. 於午息/半天/雨天/酷熱天氣警告措施時 

            段向值日老師派發及收集樓層人名表 
35 毛凱進 6A 史穎欣 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