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五級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地理科 英國語文科 通識教育科 

第一名 5E 麥寧馨 第一名 5E 麥寧馨 第一名 5A 洪紫欣 

第二名 5A 邱偉鴻 第二名 5E 謝仟華 第二名 5A 張健銘 

第三名 5E 關海儀 第三名 5E 高樂宜 第三名 5E 麥寧馨 

第四名 5E 梁卿婷 第四名 5E 杜振宇 第四名 5E 盧曼盈 

第五名 5A 林燕莉 第五名 5E 張穎欣 第五名 5A 葉紫晴 

第五名 5E 葉素麗 第六名 5E 呂穎妍 第六名 5A 張中瀚 

第五名 5E 呂穎妍 第七名 5E 羅嘉穎 第七名 5A 邱偉鴻 

第八名 5E 潘詩億 第七名 5E 潘詩億 第八名 5E 關海儀 

第九名 5A 馮俊琳 第九名 5E 李瑜瑛 第九名 5C 趙冠東 

第十名 5D 梁懿哲 第九名 5E 張靖敏 第十名 5A 譚碧琦 

 
  

 
  第十名 5E 李瑜瑛 

 
  

 
  第十名 5E 張靖敏 

 

 

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生物科 

第一名 5E 李瑜瑛 第一名 5E 李瑜瑛 第一名 5A 吳振宗 

第二名 5E 張穎欣 第二名 5E 盧德傑 第一名 5E 高樂宜 

第三名 5E 麥寧馨 第三名 5E 張穎欣 第三名 5A 張健銘 

第四名 5E 關海儀 第四名 5E 盧曼盈 第四名 5E 官俊言 

第五名 5E 盧曼盈 第五名 5A 陳筠蓉 第五名 5E 羅嘉穎 

第六名 5E 張靖敏    第六名 5A 張嘉麗 

第七名 5E 周致因    第七名 5E 呂穎妍 

第八名 5E 王美怡    第八名 5A 吳紫晴 

第九名 5A 張健銘    第九名 5A 黃永賢 

第十名 5E 李偉力    第十名 5E 葉素麗 

 
     第十名 5E 袁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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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數學科(必修部分) 

第一名 5E 張靖敏 第一名 5A 張中瀚 第一名 5E 高樂宜 

第二名 5E 李偉力 第二名 5A 方俊賢 第二名 5E 麥寧馨 

第三名 5E 杜振宇 第三名 5D 林文希 第三名 5E 張穎欣 

第四名 5E 伍佑生  
  

第四名 5E 張靖敏 

第五名 5E 胡嘉豪  
  

第五名 5A 張中瀚 

第六名 5A 譚碧琦  
  

第六名 5E 李偉力 

第七名 5E 李俊賢  
  

第七名 5A 吳紫晴 

第八名 5A 林秀明  
  

第八名 5E 胡嘉豪 

第九名 5E 鄺曉彤  
  

第九名 5A 邱偉鴻 

第九名 5E 賴倩韻  
  

第十名 5E 李俊賢 

 

  
      

 

  
      

 

 

 

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 歷史科 化學科 

第一名 5A 張中瀚 第一名 5E 李瑜瑛 第一名 5A 張嘉麗 

第二名 5E 李偉力 第二名 5E 麥寧馨 第二名 5E 高樂宜 

第三名 5E 張靖敏 第三名 5A 邱偉鴻 第三名 5A 張健銘 

第四名 5E 官俊言 第四名 5E 關海儀 第四名 5A 杜思維 

第五名 5A 杜思維 第五名 5E 張穎欣 第五名 5A 吳振宗 

   第六名 5A 譚碧琦 第六名 5E 杜振宇 

 
  

第七名 5E 盧德傑 第七名 5E 賴倩韻 

 
  

第七名 5E 盧裕豐 第八名 5E 謝仟華 

 
  

第九名 5E 梁卿婷 第九名 5E 周致因 

 
  

第十名 5E 伍佑生 第十名 5E 黃鍵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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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視覺藝術科 酒店營運(應用學習) 

第一名 5E 李俊賢 第一名 5D 劉凱珊 第一名 5B 邵冠樑 

第二名 5E 官俊言 第一名 5D 譚守晴    

第三名 5E 李偉力 第三名 5A 張嘉麗    

第三名 5E 張靖敏 第四名 5D 陳思憓    

第五名 5A 張中瀚 第五名 5E 李瑜瑛    

第六名 5E 謝仟華 第六名 5C 葉珀豪    

第七名 5A 杜思維 第六名 5A 胡文茺    

第七名 5E 胡嘉豪 第八名 5B 談錦鴻    

第九名 5E 周致因 第八名 5E 陸賢明    

第十名 5A 李澤軒 第八名 5A 潘國政    

 

 

 

 西式食品製作(應用學習) 日文 體育 

第一名 5B 趙文慧 第一名 5A 潘國政 第一名 5C 張浩輝 

第二名 5A 孫綺淇  
  

第一名 5A 張嘉麗 

第二名 5D 李子揚  
  

第一名 5E 羅嘉穎 

 

  
   第二名 5D 李子揚 

 
  

   第二名 5E 陳庭曦 

 

 

 

宗教(基督教)科   

第一名 5A 林燕莉  
  

 

  

第一名 5B 趙文慧  
  

 

  

第一名 5C 張韶軍  
  

 

  

第一名 5D 霍文熙    
 

  

第一名 5E 張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