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A 班 第一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普通電腦科 

第一名 1A 蘇俊梅 第一名 1A 雷伊琳 第一名 1A 伍世洛 

第二名 1A 洪忠銳 第二名 1A 葉家喬 第二名 1A 洪忠銳 

第三名 1A 朱沛謙 第三名 1A 鄧凱琦 第三名 1A 黎家寶 

   第三名 1A 洪忠銳    
 

 
 

英國語文科 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第一名 1A 黎家寶 第一名 1A 王樂希 第一名 1A 洪忠銳 

第二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A 蘇俊梅 

第三名 1A 葉家喬 第三名 1A 伍世洛 第三名 1A 王樂希 

      第三名 1A 鄧凱琦 

      第三名 1A 廖振靈 
 

 
 

數學科 宗教科(基督教) 地理科 

第一名 1A 伍世洛 第一名 1A 蘇俊梅 第一名 1A 洪忠銳 

第一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A 黎家寶 第二名 1A 葉家喬 

第三名 1A 洪忠銳 第三名 1A 洪忠銳 第三名 1A 廖振靈 

      第三名 1A 朱沛謙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A 廖振靈   
   

 

第三名 1A 葉家喬   
   

 

第三名 1A 鄧凱琦      
 

 

  



1B 班 第一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普通電腦科 

第一名 1B 董心亮 第一名 1B 莊承興 第一名 1B 黃天喜 

第二名 1B 虞駿文 第二名 1B 虞駿文 第二名 1B 廖瑞龍 

第三名 1B 李浩賢 第三名 1B 董心亮 第三名 1B 黃琳 

         
 

 
 

英國語文科 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第一名 1B 鄺芷平 第一名 1B 虞駿文 第一名 1B 彭梓深 

第二名 1B 虞駿文 第二名 1B 黃琳 第二名 1B 董心亮 

第三名 1B 林耀峰 第三名 1B 莊承興 第三名 1B 李浩賢 

      第三名 1B 劉家亨 
 

 
 

數學科 宗教科(基督教) 地理科 

第一名 1B 歐陽家滿 第一名 1B 虞駿文 第一名 1B 黃琳 

第二名 1B 董心亮 第二名 1B 董心亮 第二名 1B 虞駿文 

第三名 1B 莊承興 第三名 1B 黃天喜 第三名 1B 鄺芷平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1B 董心亮       

第二名 1B 余新儀   
   

 

第三名 1B 黃天喜   
   

 

第三名 1B 林耀峰       
 

  



1C 班 第一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普通電腦科 

第一名 1C 馬海鈞 第一名 1C 吳紫恩 第一名 1C 陳詠珊 

第二名 1C 許賢傑 第二名 1C 梁智誠 第二名 1C 梁桓曦 

第三名 1C 陳熹霖 第三名 1C 柯芷晴 第三名 1C 梁智誠 

      第三名 1C 吳紫恩 
 

 
 

設計與科技科 英國語文科 科學科 

第一名 1C 陳詠珊 第一名 1C 周俊榮 第一名 1C 陳詠珊 

第二名 1C 藍柏熙 第二名 1C 余思琳 第二名 1C 藍灝 

第三名 1C 周俊榮 第三名 1C 林嘉駿 第三名 1C 梁桓曦 

第三名 1C 梁智誠       
 

 
 

通識教育科 數學科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1C 吳紫恩 第一名 1C 許賢傑 第一名 1C 王得焜 

第二名 1C 蘇嘉玲 第二名 1C 周俊榮 第二名 1C 吳紫恩 

第二名 1C 柯芷晴 第三名 1C 藍柏熙 第二名 1C 陳熹霖 

第二名 1C 周俊榮       
 

 
 

地理科   

第一名 1C 李懿       

第二名 1C 吳紫恩   
   

 

第二名  1C 許賢傑   
   

 

第二名  1C 郭意豪      
 

 

 
 
  



1D 班 第一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普通電腦科 

第一名 1D 方家強 第一名 1D 劉樂儀 第一名 1D 梁偉倫 

第二名 1D 李敏瑤 第二名 1D 李敏瑤 第一名 1D 李敏瑤 

第三名 1D 黃俊傑 第三名 1D 黃俊傑 第一名 1D 方家強 

      第一名 1D 張靖瑤 

      第一名 1D 陳勵瑩 
 

 
 

設計與科技科 英國語文科 地理科 

第一名 1D 廖穎琪 第一名 1D 鄭嘉兒 第一名 1D 梁偉倫 

第二名 1D 梁偉倫 第二名 1D 廖穎琪 第二名 1D 李敏瑤 

第二名 1D 尹頌賢 第三名 1D 楊嘉寶 第三名 1D 廖穎琪 

第二名 1D 黃俊傑       
 

 
 

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數學科 

第一名 1D 梁偉倫 第一名 1D 劉樂儀 第一名 1D 余詩琪 

第二名 1D 李敏瑤 第二名 1D 張靖瑤 第二名 1D 陳勵瑩 

第三名 1D 黃俊傑 第三名 1D 楊國威 第三名 1D 尹頌賢 

   第三名 1D 楊嘉寶    
 

 
 

普通話科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1D 劉樂儀 第一名 1D 陳佩藍    

第二名 1D 楊嘉寶 第二名 1D 張靖瑤    

第三名 1D 余詩琪 第二名 1D 謝思琦    

         
 

  



1E 班 第一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普通電腦科 

第一名 1E 劉樂怡 第一名 1E 魏嘉晴 第一名 1E 梁傑銓 

第二名 1E 黃立行 第二名 1E 黃立行 第一名 1E 勞翠珊 

第二名 1E 梁傑銓 第三名 1E 陳嘉怡 第三名 1E 陳琬賢 
 

 
 

英國語文科 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第一名 1E 陳慧群 第一名 1E 梁傑銓 第一名 1E 陳舜鈞 

第二名 1E 黃宇恒 第二名 1E 林德銘 第二名 1E 梁傑銓 

第三名 1E 梁傑銓 第三名 1E 魏嘉晴 第三名 1E 林德銘 
 

 
 

 

 

 
 

設計與科技科 地理科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1E 魏嘉晴 第一名 1E 黎欣童 第一名 1E 陳嘉怡 

第二名 1E 勞翠珊 第一名 1E 梁傑銓 第二名 1E 黎欣童 

第三名 1E 李嘉賢 第一名 1E 黃立行 第三名 1E 馬利力 

第三名 1E 林德銘 第一名 1E 黃宇恒 第三名 1E 劉樂怡 

第三名 1E 郭海銚 第一名 1E 魏嘉晴 第三名 1E 陳舜鈞 

   第一名 1E 陳舜鈞    

   第一名 1E 陳慧群    
 

 
 

數學科 普通話科 

第一名 1E 魯家安 第一名 1E 馬利力 

第二名 1E 黃科榮 第二名 1E 陳嘉怡 

第三名 1E 梁傑銓 第三名 1E 黃慧雯 



中一體育科/音樂科 第一學期考試名人榜 
 

1A 體育科 1B 體育科 1C 體育科 

第一名 1A 廖振靈 第一名 1B 蔡博文 第一名 1C 王得焜 

第一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B 顏芊彤 第二名 1C 黃昊曦 

第三名 1A 伍世洛 第三名 1A 劉俊杰 第三名 1C 黃衍競 

第三名 1A 王樂希       
 

 
 

1D 體育科 1E 體育科  

第一名 1D 黃俊傑 第一名 1E 魏嘉晴    

第二名 1D 陳耿軒 第一名 1E 張智皓    

第二名 1D 李領慶 第三名 1E 莫裕林    

         
 

 
 

1A 音樂科 1B 音樂科 1C 音樂科 

第一名 1A 伍世洛 第一名 1B 董心亮 第一名 1C 藍灝 

第二名 1A 蘇俊梅 第二名 1B 黃琳 第二名 1C 王得焜 

第三名 1A 葉家喬 第二名 1B 黃天喜 第三名 1C 蘇嘉玲 

第三名 1A 王樂希    第三名 1C 熊家樂 

第三名 1A 朱沛謙    第三名 1C 柯芷晴 
 

 
 

1D 音樂科 1E 音樂科  

第一名 1D 楊嘉寶 第一名 1E 陳舜鈞    

第一名 1D 陳敬源 第一名 1E 關晴心    

第三名 1D 杜心絃 第三名 1E 張智皓    

第三名 1D 尹頌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