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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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樂天 第一名 2A 陳保穎 第一名 2A 鄭子謙 

第二名 2A 劉婉婷 第二名 2A 謝嘉樂 第二名 2A 陳保穎 

第三名 2A 黃家進 第三名 2A 譚穎芝 第三名 2A 黃家進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A 鄭子謙 第一名 2A 陳保穎 第一名 2A 鄭子謙 

第二名 2A 陳思朗 第二名 2A 黎浚銘 第一名 2A 陳保穎 

第三名 2A 謝嘉樂 第三名 2A 鄭子謙 第三名 2A 楊樂天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A 陳保穎 第一名 2A 鄭子謙 第一名 2A 黃家進 

第二名 2A 黃家進 第二名 2A 陳思朗 第二名 2A 黃浩華 

第三名 2A 黃浩華 第三名 2A 黃家進 第三名 2A 陳保穎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A 林諾宜 第一名 2A 黃家進 第一名 2A 鄭子謙 

第一名 2A 黃浩華 第二名 2A 楊樂天 第二名 2A 黃浩華 

第三名 2A 高思穎 第三名 2A 黃浩華 第三名 2A 黃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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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焯楹 第一名 2B 李浚熙 第一名 2B 陳曉彤 

第二名 2B 梁顯恩 第二名 2B 張焯楹 第二名 2B 葉世烜 

第三名 2B 黃子瑜 第三名 2B 黃子瑜 第三名 2B 黃子瑜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B 邱健倫 第一名 2B 李浚熙 第一名 2B 李浚熙 

第二名 2B 黃子瑜 第一名 2B 陳曉彤 第二名 2B 葉世烜 

第三名 2B 王順敏 第三名 2B 姚子晴 第三名 2B 梁顯恩 

第三名 2B 葉世烜 第三名 2B 張焯楹    

   第三名 2B 梁顯恩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B 李浚熙 第一名 2B 陳曉彤 第一名 2B 葉世烜 

第一名 2B 梁顯恩 第二名 2B 葉世烜 第二名 2B 梁顯恩 

第一名 2B 陳曉彤 第三名 2B 姚子晴 第三名 2B 陳曉彤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B 張焯楹 第一名 2B 葉世烜 第一名 2B 梁顯恩 

第二名 2B 李浚熙 第一名 2B 黃子瑜 第二名 2B 李浚熙 

第二名 2B 邱健倫 第三名 2B 李浚熙 第二名 2B 黃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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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泓與 第一名 2C 龐梓焯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二名 2C 顏芊悅 第二名 2C 林泓與 第二名 2C 楊城珺 

第三名 2C 唐卡妮 第三名 2C 唐卡妮 第三名 2C 方嘉樂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一名 2C 張耀威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二名 2C 伍愷欣 第二名 2C 楊城珺 第二名 2C 唐卡妮 

第三名 2C 葉志俊 第三名 2C 林泓與 第三名 2C 歐國聰 

第三名 2C 黃銘浠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一名 2C 楊城珺 第一名 2C 李家謙 

第二名 2C 楊城珺 第二名 2C 林泓與 第二名 2C 葉志俊 

第三名 2C 周凱琳 第三名 2C 伍麗生 第三名 2C 林泓與 

      第三名 2C 楊城珺 

      第三名 2C 歐國聰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一名 2C 葉志俊 第一名 2C 林泓與 

第二名 2C 伍麗生 第二名 2C 曾卓霖 第二名 2C 楊城珺 

第二名 2C 唐卡妮 第二名 2C 歐國聰 第三名 2C 張耀威 

      第三名 2C 曾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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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聖莹 第一名 2D 鄺淳彬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二名 2D 黃冠衡 第二名 2D 羅凱澄 第二名 2D 黃冠衡 

第三名 2D 鄧瑞琳 第三名 2D 林韋欣 第三名 2D 陳熙雯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D 林韋欣 第一名 2D 黃智勝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二名 2D 陳嘉榮 第二名 2D 陸泓昊 第二名 2D 鄺淳彬 

第三名 2D 鄧瑞琳 第三名 2D 麥芷瑩 第三名 2D 羅凱澄 

第三名 2D 黃冠衡       

 

 

歷史 科學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二名 2D 温恩澤 第二名 2D 譚卓琦 第二名 2D 張瑋茵 

第三名 2D 麥芷瑩 第三名 2D 羅凱澄 第三名 2D 郭文奇 

第三名 2D 黃冠衡    第三名 2D 陳熙雯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一名 2D 陳嘉榮 第一名 2D 温恩澤 

第二名 2D 郭文奇 第一名 2D 陳映璇 第二名 2D 劉建銘 

第二名 2D 黎芯妍 第三名 2D 張瑋茵 第三名 2D 黃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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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嘉瑋 第一名 2E 劉俊希 第一名 2E 傅曜霖 

第二名 2E 傅曜霖 第二名 2E 林佳意 第二名 2E 李汶恩 

第三名 2E 李汶恩 第三名 2E 
MOHAMMAD BIBI 

MAMOONA 
第三名 2E 李汶洛 

         

 

 

 

普通話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地理 

第一名 2E 麥穎珊 第一名 2E 吳嘉儀 第一名 2E 劉俊希 

第二名 2E 林芷蕾 第二名 2E 傅曜霖 第二名 2E 李汶恩 

第三名 2E 施培雯 第三名 2E 曾嘉瑋 第三名 2E 李汶洛 

         

 

 

 

歷史 科學  中國歷史科 

第一名 2E 劉俊希 第一名 2E 李汶恩 第一名 2E 黃凱嬋 

第一名 2E 曾嘉瑋 第二名 2E 傅曜霖 第二名 2E 陳鈴雅 

第三名 2E 傅曜霖 第三名 2E 劉俊希 第三名 2E 吳嘉儀 

      第三名 2E 曾嘉瑋 

 

 

 

視覺藝術  普通電腦科 設計與科技科 

第一名 2E 林芷蕾 第一名 2E 陳定康 第一名 2E 施培雯 

第二名 2E 劉俊希 第二名 2E 傅曜霖 第二名 2E 曾嘉瑋 

第二名 2E 叶巧欣 第三名 2E 陳鈴雅 第二名 2E 麥穎珊 

   第三名 2E 馬海琦    

         

 

 



中二體育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體育科 

第一名 2D 黎佩怡 

第一名 2E 顧家瑋 

第二名 2C 梁婉盈 

第二名 2A 甘倬豪 

 

 

 

中二音樂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2A音樂科 2B音樂科 2C音樂科 

第一名 2A 譚穎芝 第一名 2B 葉世烜 第一名 2C 周章儀 

第二名 2A 鄭子謙 第二名 2B 王順敏 第二名 2C 尹樂賢 

第三名 2A 劉婉婷 第三名 2B 梁顯恩 第三名 2C 唐卡妮 

 

 

 

2D音樂科 2E音樂科  

第一名 2D 張瑋茵 第一名 2E 李汶恩    

第二名 2D 劉聖莹 第二名 2E 曾嘉瑋    

第三名 2A 羅愛麗 第三名 2E 林芷蕾    

第三名 2A 麥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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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婉婷 第一名 2B 陳曉彤 第一名 2C 張凱莉 

第二名 2A 黃家進 第二名 2B 張焯楹 第二名 2C 林泓與 

第三名 2A 譚穎芝 第三名 2B 梁灝謙 第三名 2C 李家謙 

   第三名 2B 梁顯恩    

 

 

 

2D宗教科(基督教) 2E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2D 劉聖莹 第一名 2E 李汶恩    

第二名 2D 譚卓琦 第二名 2E 劉俊希    

第二名 2D 郭文奇 第三名 2E 曾嘉瑋    

第二名 2D 鄧瑞琳       

第二名 2D 黃智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