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A 班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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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黃子充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一名 3A 林文希 

第二名 3A 林文希 第二名 3A 劉海盈 第二名 3A 周世倫 

第三名 3A 屈卓嵐 第三名 3A 屈卓嵐 第二名 3A 張樂新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A 屈卓嵐 第一名 3A 屈卓嵐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一名 3A 陳嘉穎 第二名 3A 張樂新 第二名 3A 余浩輝 

第一名 3A 黃澤隆 第三名 3A 黃子充 第三名 3A 張樂新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A 屈卓嵐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二名 3A 黃子充 第二名 3A 林文希 第二名 3A 屈卓嵐 

第三名 3A 張樂新 第三名 3A 屈卓嵐 第三名 3A 周世倫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A 林文希 第一名 3A 張樂新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二名 3A 黃子充 第二名 3A 陳嘉穎 第二名 3A 屈卓嵐 

第三名 3A 洪兆豐 第三名 3A 陳映雪 第三名 3A 林文希 

   第三名 3A 陳栢宏    

 

 

  



3B 班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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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胡文傑 第一名 3B 蔡子健 第一名 3B 邵冠樑 

第二名 3B 黃嘉榮 第二名 3B 鄺文傑 第二名 3B 談錦鴻 

第三名 3B 嚴旭 第三名 3B 談錦鴻 第二名 3B 譚錦濤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B 邵冠樑 第一名 3B 吳紫晴 第一名 3B 譚錦濤 

第二名 3B 伍志謙 第一名 3B 鍾志強 第二名 3B 陳思憓 

第三名 3B 譚錦濤 第一名 3B 黃嘉榮 第三名 3B 劉彩霞 

第三名 3B 鄧子聰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B 黃嘉榮 第一名 3B 胡文傑 第一名 3B 談錦鴻 

第二名 3B 胡文傑 第二名 3B 譚錦濤 第二名 3B 吳紫晴 

第三名 3B 邵冠樑 第三名 3B 黃嘉榮 第三名 3B 鄺文傑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B 鄺文傑 第一名 3B 劉彩霞 第一名 3B 吳紫晴 

第二名 3B 談錦鴻 第二名 3B 鄺文傑 第二名 3B 鄺文傑 

第三名 3B 譚錦濤 第二名 3B 陳思憓 第三名 3B 蔡子健 

         

 

 

 

  



3C 班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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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張健銘 第一名 3C 張健銘 第一名 3C 葉珀豪 

第二名 3C 熊文愷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二名 3C 黃凱儀 第三名 3C 黃凱儀 第二名 3C 蔡凱明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C 葉珀豪 第一名 3C 張靖敏 第一名 3C 張靖敏 

第二名 3C 盧家淳 第二名 3C 黃凱儀 第二名 3C 陳庭曦 

第三名 3C 張健銘 第三名 3C 葉珀豪 第三名 3C 吳煜庭 

   第三名 3C 陳樂傳    

   第三名 3C 黎凱恩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C 張健銘 第一名 3C 張健銘 第一名 3C 張健銘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三名 3C 馮志鋒 第三名 3C 馮志鋒 第三名 3C 葉珀豪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C 張靖敏 第一名 3C 張靖敏 第一名 3C 張健銘 

第二名 3C 張健銘 第二名 3C 張健銘 第二名 3C 張靖敏 

第三名 3C 陳裕鏗 第三名 3C 葉珀豪 第三名 3C 熊文愷 

         

 

 



 

3D 班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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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譚碧琦 第一名 3D 李曉清 第一名 3D 張嘉麗 

第二名 3D 吳振宗 第二名 3D 張嘉麗 第二名 3D 張中瀚 

第三名 3D 梁瑋光 第二名 3D 徐日倩 第二名 3D 方俊賢 

      第二名 3D 方嘉杰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D 潘國政 第一名 3D 譚碧琦 第一名 3D 徐日倩 

第二名 3D 張嘉麗 第二名 3D 邱偉鴻 第一名 3D 方嘉杰 

第三名 3D 張中瀚 第三名 3D 洪紫欣 第三名 3D 李銘燊 

第三名 3D 邱偉鴻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D 張嘉麗 第一名 3D 何詩尉 第一名 3D 李澤軒 

第二名 3D 潘國政 第二名 3D 譚碧琦 第二名 3D 譚碧琦 

第三名 3D 蔡曉霖 第三名 3D 洪紫欣 第三名 3D 吳紫晴 

第三名 3D 譚碧琦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D 張中瀚 第一名 3D 吳振宗 第一名 3D 張嘉麗 

第二名 3D 吳紫晴 第二名 3D 方嘉杰 第二名 3D 蔡曉霖 

第三名 3D 杜思維 第三名 3D 張嘉麗 第三名 3D 吳振宗 

   第三名 3D 徐日倩    

 

  



3E 班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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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杜振宇 第一名 3E 李瑜瑛 第一名 3E 梁卿婷 

第二名 3E 李瑜瑛 第二名 3E 杜振宇 第一名 3E 陸賢明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三名 3E 杜振宇 

      第三名 3E 蘇焯輝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E 謝仟華 第一名 3E 杜振宇 第一名 3E 謝仟華 

第二名 3E 李嘉宜 第二名 3E 關海儀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三名 3E 潘詩億 第三名 3E 李俊賢 第三名 3E 黃綽瑤 

第三名 3E 胡文茺 第三名 3E 謝仟華    

第三名  葉素麗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E 麥寧馨 第一名 3E 麥寧馨 第一名 3E 謝仟華 

第二名 3E 謝仟華 第二名 3E 高樂宜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三名 3E 關海儀 第三名 3E 周致因 第三名 3E 杜振宇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E 李偉力 第一名 3E 李嘉宜 第一名 3E 李瑜瑛 

第一名 3E 麥寧馨 第二名 3E 李瑜瑛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三名 3E 李俊賢 第三名 3E 周致因 第三名 3E 關海儀 

   第三名 3E 林燕莉    

   第三名 3E 羅嘉穎    

 

 



 

中三體育科/音樂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3A 體育科 3B 體育科 3C 體育科 

第一名 3A 屈卓嵐 第一名 3B 鄺文傑 第一名 3C 邱潔盈 

第二名 3A 張樂新 第二名 3B 曾敏傑 第二名 3C 譚暐衡 

第三名 3A 劉海盈 第二名 3B 蔡子健 第二名 3C 陳庭曦 

 

 

 

3D 體育科 3E 體育科 

第一名 3D 吳紫晴 第一名 3E 林燕莉 

第二名 3D 張嘉麗 第二名 3E 呂穎妍 

第三名 3D 梁嘉豪 第二名 3E 李子揚 

第三名 3D 陳筠蓉 第二名 3E 羅嘉穎 

   第二名 3E 黃智麟 

   第二名 3E 黃綽瑤 

 

 

 

3A 音樂科 3B 音樂科 3C 音樂科 

第一名 3A 陳嘉穎 第一名 3B 吳紫晴 第一名 3C 盧家淳 

第二名 3A 黃子充 第一名 3B 陳思憓 第一名 3C 趙冠東 

第三名 3A 張樂新 第三名 3B 伍志謙 第一名 3C 陳裕鏗 

   第三名 3B 劉彩霞 第一名 3C 黎凱恩 

 

 

 

3D 音樂科 3E 音樂科 

第一名 3D 方嘉杰 第一名 3E 羅嘉穎 

第二名 3D 何詩尉 第二名 3E 高樂宜 

第二名 3D 梁嘉豪 第三名 3E 周致因 

第二名 3D 黃淑婷 第三名 3E 李偉力 

 



 

中三宗教科(基督教)/視覺藝術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3A 宗教科(基督教) 3B 宗教科(基督教) 3C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3A 劉海盈 第一名 3B 陳思憓 第一名 3C 葉紫晴 

第一名 3A 黃子充 第二名 3B 吳紫晴 第二名 3C 霍文熙 

第三名 3A 屈卓嵐 第二名 3B 蔡子健 第三名 3C 張健銘 

 

 

3D 宗教科(基督教) 3E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3D 張嘉麗 第一名 3E 高樂宜 

第二名 3D 黃韻婷 第二名 3E 麥寧馨 

第三名 3D 吳振宗 第三名 3E 潘詩億 

第三名 3D 吳紫晴    

第三名 3D 黃淑婷    

第三名 3D 張嘉麗    

 

 

3A 視覺藝術科 3B 視覺藝術科 3C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3A 林煜庭 第一名 3B 吳紫晴 第一名 3C 邱潔盈 

第二名 3A 屈卓嵐 第二名 3B 譚錦濤 第二名 3C 張健銘 

第三名 3A 陳嘉穎 第三名 3B 蔡子健 第三名 3C 梁潔瑩 

   第三名 3B 談錦鴻    

   第三名 3B 邵冠樑    

 

 

3D 視覺藝術科 3E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3D 鄺映桐 第一名 3E 李瑜瑛 

第二名 3D 吳紫晴 第二名 3E 梁卿婷 

第三名 3D 劉凱珊 第三名 3E 潘詩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