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A 班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第一名 2A 莫明志 第一名 2A 陳健彬 第一名 2A 温恩賜 

第二名 2A 曾浩霖 第二名 2A 曾艾瑩 第二名 2A 張籽恩 

第三名 2A 黃琳 第三名 2A 莫明志 第三名 2A 鍾澤華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A 黃琳 第一名 2A 張籽恩 第一名 2A 張籽恩 

第二名 2A 林映嵐 第二名 2A 曾浩霖 第二名 2A 黃琳 

第三名 2A 曾艾瑩    第三名 2A 曾浩霖 

第三名 2A 楊民齊    第三名 2A 温恩賜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A 曾浩霖 第一名 2A 張籽恩 第一名 2A 林映嵐 

第二名 2A 張籽恩 第二名 2A 温恩賜 第二名 2A 楊民齊 

第三名 2A 温恩賜 第三名 2A 黃琳 第三名 2A 何世洛 

      第三名 2A 廖佳文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A 廖佳文 第一名 2A 張籽恩 第一名 2A 曾浩霖 

第二名 2A 林映嵐 第二名 2A 温恩賜 第二名 2A 莫明志 

第二名 2A 温恩賜 第三名 2A 何世洛 第三名 2A 温恩賜 

   第三名 2A 廖佳文    

   第三名 2A 梅詠兒    

 

 



2B 班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第一名 2B 陸秉枝 第一名 2B 王詠恩 第一名 2B 黃家澍 

第二名 2B 林頌軒 第二名 2B 譚詠祺 第二名 2B 陳嘉華 

第三名 2B 譚詠祺 第三名 2B 林頌軒 第二名 2B 林頌軒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B 王雪文 第一名 2B 何世楠 第一名 2B 何世楠 

第二名 2B 王詠恩 第二名 2B 藍灝 第二名 2B 林頌軒 

第三名 2B 朱美怡 第三名 2B 黎昊靝 第二名 2B 陸秉枝 

第三名 2B 何世楠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B 林頌軒 第一名 2B 何世楠 第一名 2B 林頌軒 

第二名 2B 何世楠 第二名 2B 黎昊靝 第二名 2B 黃家澍 

第三名 2B 陸秉枝 第三名 2B 林頌軒 第三名 2B 陳皓然 

      第三名 2B 林稼倫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B 黃家澍 第一名 2B 黃家澍 第一名 2B 林頌軒 

第二名 2B 王雪文 第二名 2B 何世楠 第二名 2B 何世楠 

第三名 2B 高頌沂 第三名 2B 藍灝 第三名 2B 黎昊靝 

   第三名 2B 鄧植維    

 

 

 

  



2C 班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第一名 2C 吳國希 第一名 2C 李苡珊 第一名 2C 徐曉嵐 

第二名 2C 林彩雯 第二名 2C 吳國希 第二名 2C 高樂怡 

第三名 2C 余丹楓 第三名 2C 劉建寧 第二名 2C 温景彤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C 鄭梓聰 第一名 2C 吳國希 第一名 2C 劉軒成 

第二名 2C 余丹楓 第二名 2C 柯漢洋 第二名 2C 林彩雯 

第三名 2C 鄺文希 第三名 2C 馮源森 第三名 2C 吳國希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C 林彩雯 第一名 2C 林良鋒 第一名 2C 鄭梓聰 

第二名 2C 高樂怡 第二名 2C 徐曉嵐 第二名 2C 高樂怡 

第二名 2C 林良鋒 第三名 2C 吳國希 第二名 2C 杜肇熙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C 林彩雯 第一名 2C 鄭梓聰 第一名 2C 吳國希 

第一名 2C 徐曉嵐 第一名 2C 高樂怡 第二名 2C 唐浩維 

第三名 2C 林依琪 第一名 2C 藍朗 第三名 2C 余丹楓 

         

 

 



2D 班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第一名 2D 李嘉賦 第一名 2D 陳浩軒 第一名 2D 陳章軒 

第二名 2D 連詠瑤 第二名 2D 馬希盈 第二名 2D 陳嘉麟 

第三名 2D 黃雅欣 第三名 2D 陳章軒 第三名 2D 李嘉賦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D 黃雅欣 第一名 2D 李嘉賦 第一名 2D 陳浩軒 

第二名 2D 何慧妍 第二名 2D 李啓銓 第二名 2D 陳章軒 

第三名 2D 施鈿新 第三名 2D 梁穎超 第二名 2D 林凱鋆 

   第三名 2D 連詠瑤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D 陳章軒 第一名 2D 陳浩軒 第一名 2D 陳雅唯 

第一名 2D 李嘉賦 第二名 2D 紀欣善 第二名 2D 陳浩軒 

第三名 2D 陳浩軒 第三名 2D 謝子泰 第二名 2D 馮紫迎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D 陳雅唯 第一名 2D 何羽峰 第一名 2D 陳章軒 

第二名 2D 黃樂瑤 第二名 2D 陳章軒 第一名 2D 連詠瑤 

第三名 2D 林嘉寶 第二名 2D 何慧妍 第三名 2D 李嘉賦 

第三名 2D 連詠瑤 第二名 2D 林凱鋆 第三名 2D 李啓銓 

 

  



2E 班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第一名 2E 梁暐琦 第一名 2E 葉健浩 第一名 2E 簡朗傑 

第二名 2E 詹藝華 第二名 2E 簡朗傑 第二名 2E 陳雯靜 

第三名 2E 梁恩祈 第三名 2E 梁暐琦 第三名 2E 梁恩祈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E 陳卓盈 第一名 2E 簡朗傑 第一名 2E 簡朗傑 

第二名 2E 葉健浩 第二名 2E 劉家亨 第二名 2E 梁暐琦 

第二名 2E 劉咏芯 第三名 2E 葉婷 第三名 2E 任銘政 

   第三名 2E 梁暐琦 
 

  

 

 

 

歷史 科學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E 簡朗傑 第一名 2E 梁暐琦 第一名 2E 簡朗傑 

第二名 2E 梁恩祈 第二名 2E 葉健浩 第二名 2E 梁暐琦 

第三名 2E 梁暐琦 第三名 2E 劉業威 第三名 2E 林麗桐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E 梁暐琦 第一名 2E 劉家亨 第一名 2E 陳熙勻 

第二名 2E 林麗桐 第一名 2E 梁暐琦 第二名 2E 陳靖朗 

第三名 2E 陳熙勻 第三名 2E 陳熙勻 第三名 2E 郭勝添 

第三名 2E 黃靖嵐   
 

第三名 2E 魏凱婷 

 

 



體育科/音樂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2A體育科 2B體育科 2C體育科 

第一名 2A 曾艾瑩 第一名 2B 朱美怡 第一名 2C 唐浩維 

第二名 2A 杜佩芬 第二名 2B 鄧植維 第二名 2C 徐曉嵐 

第三名 2A 廖佳文 第三名 2B 高頌沂 第三名 2C 羅寶玉 

 

 

2D體育科 2E體育科  

第一名 2D 紀欣善 第一名 2E 梁穎詩    

第二名 2D 馮紫迎 第一名 2E 曾林烽    

第三名 2D 李嘉賦 第三名 2E 陳靖朗    

   第三名 2E 陳雯靜    

 

 

 

2A音樂科 2B音樂科 2C音樂科 

第一名 2A 杜佩芬 第一名 2B 黃家澍 第一名 2C 高樂怡 

第二名 2A 曾艾瑩 第二名 2B 鄧植維 第二名 2C 藍朗 

第二名 2A 黃琳 第三名 2B 何世楠 第三名 2C 鄺文希 

第二名 2A 楊民齊       

 

 

 

2D音樂科 2E音樂科  

第一名 2D 賴宇飛 第一名 2E 陳熙勻    

第二名 2D 紀欣善 第二名 2E 陳雯靜    

第三名 2D 陳浩軒 第二名 2E 梁恩祈    

   第二名 2E 李峻灝    

   第二名 2E 任銘政    

 

 

  



宗教科(基督教)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2A宗教科(基督教) 2B宗教科(基督教) 2C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2A 楊民齊 第一名 2B 何世楠 第一名 2C 温景彤 

第二名 2A 莫明志 第二名 2B 吳嘉俊 第二名 2C 陳芍瑩 

第二名 2A 黃琳 第三名 2B 林頌軒 第三名 2C 高樂怡 

 
  第三名 2B 陸秉枝    

 

 

 

2D宗教科(基督教) 2E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2D 李嘉賦 第一名 2E 梁恩祈    

第二名 2D 馬希盈 第二名 2E 簡朗傑    

第三名 2D 陳浩軒 第二名 2E 梁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