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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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俊傑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洪俊傑 

第二名 3A 劉佳燁 第二名 3A 洪焯楹 第二名 3A 譚嘉瑤 

第三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A 譚家昇 第三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A 洪俊傑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A 李日照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伍楚南 

第二名 3A 朱穎然 第二名 3A 譚家昇 第二名 3A 劉佳燁 

第三名 3A 張文智 第三名 3A 李日照 第二名 3A 譚家昇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二名 3A 李日照 第二名 3A 任俊傑 第二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A 任俊傑 第二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A 朱穎然 

第三名 3A 譚家昇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一名 3A 劉佳燁 

第二名 3A 譚嘉瑤 第二名 3A 黃智達 第二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A 黃智達 第三名 3A 李廣進 第三名 3A 任俊傑 

      第三名 3A 許嘉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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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茂華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李子進 

第二名 3B 霍麗珊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二名 3B 陳順勤 

第三名 3B 顏芊婷 第三名 3B 霍麗珊 第三名 3B 霍麗珊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B 葉承毅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李子進 

第二名 3B 黃瀚泓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二名 3B 黃瀚泓 

第三名 3B 周萬鋆 第三名 3B 周萬鋆 第三名 3B 鄒旻江 

第三名 3B 霍麗珊 第三名 3B 楊卓曦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二名 3B 李子進 第二名 3B 阮文軒 

第三名 3B 李子進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三名 3B 張浩楠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一名 3B 張茂華 

第二名 3B 張浩楠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二名 3B 李子進 

第三名 3B 葉承毅 第三名 3B 陳心儀 第三名 3B 顏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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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璐 第一名 3C 陳璐 第一名 3C 温景峰 

第二名 3C 鄭曉誼 第二名 3C 趙俊燃 第一名 3C 王均熙 

第三名 3C 温景峰 第三名 3C 鄧俐欣 第三名 3C 黃子楠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C 張耀軒 第一名 3C 趙俊燃 第一名 3C 李達堯 

第一名 3C 温景峰 第二名 3C 譚文華 第二名 3C 李巧源 

第一名 3C 王均熙 第二名 3C 陳子誠 第三名 3C 李蘊軒 

第一名 3C 鄧俐欣       

第一名 3C 黃伊榕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C 趙俊燃 第一名 3C 趙俊燃 第一名 3C 王均熙 

第二名 3C 張耀軒 第二名 3C 張耀軒 第二名 3C 黃子楠 

第三名 3C 王均熙 第二名 3C 林秀娟 第三名 3C 趙俊燃 

第三名 3C 陳子誠       

第三名 3C 陳明政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C 張耀軒 第一名 3C 陳璐 第一名 3C 温景峰 

第二名 3C 譚文華 第二名 3C 黃伊榕 第二名 3C 陳璐 

第三名 3C 温景峰 第三名 3C 梁婉盈 第三名 3C 趙俊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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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二名 3D 鄭曉琳 第二名 3D 李凱琳 第一名 3D 彭欣嵐 

第三名 3D 莊建偉 第三名 3D 黎佩怡 第三名 3D 何家興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楊諾烽 第二名 3D 黎佩怡 第二名 3D 馮亮 

第一名 3D 鄭曉琳 第三名 3D 湯泳詩 第三名 3D 李凱琳 

   第三名 3D 莊建偉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D 馮亮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二名 3D 李凱琳 第二名 3D 馮亮 

第三名 3D 李凱琳 第二名 3D 莊建偉 第三名 3D 楊諾烽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D 廖珮均 

第二名 3D 彭欣嵐 第二名 3D 梁麗婷 第二名 3D 莊建偉 

第三名 3D 楊諾烽 第三名 3D 黎佩怡 第三名 3D 李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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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穎欣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E 顧家瑋 第一名 3E 顧家瑋 第二名 3E 劉慶炫 

第三名 3E 張懋偉 第三名 3E 黃蕾 第三名 3E 張懋偉 

      第三名 3E 曾嘉銘 

 

 

 

設計與科技科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英國語文科 

第一名 3E 巫錦荣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E 顧家瑋 第二名 3E 周琬淇 第二名 3E 劉慶炫 

第三名 3E 張懋偉 第三名 3E 劉慶炫 第三名 3E 顧家瑋 

第三名 3E 曾嘉銘 第三名 3E 顧家瑋    

 

 

 

地理科 歷史科 科學科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一名 3E 張懋偉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E 劉慶炫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E 劉慶炫 

第三名 3E 顧家瑋 第三名 3E 顧家瑋 第二名 3E 顧家瑋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通識科 

第一名 3E 張懋偉 第一名 3E 馮敬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E 顧家瑋 第二名 3E 顧家瑋 第二名 3E 劉慶炫 

第三名 3E 曾穎欣 第三名 3E 黃蕾 第三名 3E 顧家瑋 

 

 

 



中三體育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體育科 

第一名 3E 姚卓妤 

第一名 3A 甘倬豪 

第二名 3B 顏芊婷 

第二名 3D 黎佩怡 

第二名 3C 董竣瑋 

第二名 3E 顧家瑋 

 

 

 

中三音樂科 第二學期考試名人榜 
 

3A音樂科 3B音樂科 3C音樂科 

第一名 3A 譚嘉瑤 第一名 3B 葉承毅 第一名 3C 鄧俐欣 

第二名 3A 朱穎然 第二名 3B 陳心儀 第二名 3C 趙俊燃 

第三名 3A 李日照 第三名 3B 顏芊婷 第三名 3C 李蘊軒 

第三名 3A 甘倬豪    第三名 3C 梁婉盈 

         

 

 

 

3D音樂科 3E音樂科 

第一名 3D 莊建偉 第一名 3E 梁愷盈 

第二名 3D 楊諾烽 第二名 3E 黃蕾 

第二名 3D 簡俊文 第二名 3E 雷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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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佳燁 第一名 3B 顏芊婷 第一名 3C 鄧俐欣 

第二名 3A 李日照 第二名 3B 張茂華 第二名 3C 趙俊燃 

第三名 3A 任俊傑 第三名 3B 霍麗珊 第三名 3B 温景峰 

第三名 3A 許嘉洛    第三名 3B 鄭曉誼 

 

 

3D宗教科(基督教) 3E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3D 李凱琳 第一名 3E 曾穎欣 

第二名 3D 廖珮均 第一名 3E 顧家瑋 

第三名 3D 湯泳詩 第三名 3E 甘信依 

第三名 3D 鄭曉琳    

 

 

3A視覺藝術科 3B視覺藝術科 3C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3A 朱穎然 第一名 3B 陳心儀 第一名 3C 吳宗烺 

第一名 3A 譚家昇 第二名 3B 阮文軒 第一名 3C 林秀娟 

第三名 3A 許嘉洛 第三名 3B 陳順勤 第三名 3C 鄧俐欣 

      第三名 3C 黃伊榕 

 

 

3D視覺藝術科 3E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3D 張若瑩 第一名 3E 朱倩兒 

第一名 3D 鄭曉琳 第一名 3E 雷曉晴 

第三名 3D 張子杰 第三名 3E 朱君彥 

第三名 3D 彭欣嵐 第三名 3E 蔡麗婷 

   第三名 3E 魯迦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