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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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思琦 第一名 5E 黃宇恒 第一名 5E 譚靜妍 

第二名 5E 陳嘉怡 第二名 5E 黃子霖 第二名 5E 黃子霖 

第三名 5E 楊嘉寶 第三名 5E 譚靜妍 第三名 5D 林詩童 

第四名 5A 柯芷晴 第四名 5E 吳榮鋒 第四名 5E 陳舜鈞 

第五名 5A 何鈺澎 第五名 5E 梁傑銓 第五名 5E 黃慧雯 

第六名 5C 陳熹霖 第五名 5E 黎欣童 第六名 5E 陳勵瑩 

第七名 5C 鄺芷平 第七名 5E 黃慧雯 第六名 5E 黃遠宇 

第八名 5A 胡磊裕 第八名 5E 陳舜鈞 第八名 5E 梁傑銓 

第九名 5B 蕭詠淇 第九名 5E 黃遠宇 第九名 5A 趙佩怡 

第十名 5D 黃天喜 第十名 5A 林建一 第九名 5E 楊嘉寶 

 

 

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生物科 

第一名 5E 黃子霖 第一名 5A 浦偉傑 第一名 5E 譚靜妍 

第二名 5E 譚靜妍 第二名 5E 謝思琦 第二名 5E 黃遠宇 

第三名 5E 黎欣童 第三名 5A 謝家信 第三名 5E 黎欣童 

第四名 5E 陳舜鈞    第四名 5E 陳舜鈞 

第五名 5E 黃慧雯    第五名 5E 廖穎琪 

第六名 5E 黃遠宇    第六名 5E 黃慧雯 

第七名 5E 謝思琦    第七名 5E 劉樂怡 

第八名 5E 劉樂怡    第七名 5E 楊國威 

第九名 5A 張家俊    第九名 5B 馬海鈞 

第十名 5A 許賢杰    第十名 5E 陳嘉怡 

第十名 5E 李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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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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霖 第一名 5E 梁傑銓 第一名 5E 黃子霖 

第二名 5A 許賢杰 第二名 5E 黃科榮 第二名 5E 譚靜妍 

第三名 5E 陳勵瑩 第三名 5E 李敏瑤 第三名 5A 林建一 

第四名 5E 魯家安 第四名 5E 楊國威 第四名 5A 許賢杰 

第五名 5A 林建一    第五名 5E 梁傑銓 

第六名 5A 陳琬賢    第五名 5E 黃遠宇 

第七名 5A 方家強    第七名 5C 董心亮 

第八名 5A 熊家樂    第八名 5C 藍柏熙 

第九名 5A 陳耿軒    第九名 5E 陳勵瑩 

第十名 5E 林嘉駿    第十名 5A 杜心絃 

 

 

 

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 歷史科 化學科 

第一名 5E 譚靜妍 第一名 5C 蘇俊梅 第一名 5E 黃遠宇 

第二名 5E 黃子霖 第二名 5E 李敏瑤 第二名 5E 譚靜妍 

第三名 5A 許賢杰 第三名 5E 楊嘉寶 第三名 5E 黃慧雯 

   第四名 5A 浦偉傑 第四名 5E 黎欣童 

   第五名 5A 張家俊 第五名 5E 廖穎琪 

   第五名 5A 方家強 第六名 5E 劉樂怡 

      第七名 5E 陳舜鈞 

      第八名 5E 魏嘉晴 

      第九名 5A 杜心絃 

      第十名 5E 黃宇恒 

 

 

 



中五級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物理科 視覺藝術科 倫理與宗教（中學文憑） 

第一名 5A 許賢杰 第一名 5E 陳嘉怡 第一名 5A 馬利力 

第二名 5E 黃子霖 第二名 5E 譚靜妍 第二名 5A 鍾曉妍 

第三名 5A 林建一 第三名 5C 梁智誠 第三名 5B 廖千霆 

第四名 5E 陳勵瑩 第三名 5C 藍柏熙    

   第三名 5C 陳詠珊    

   第三名 5D 李懿    

   第三名 5D 孔嘉琳    

   第三名 5E 勞翠珊    

   第九名 5C 吳紫恩    

   第九名 5E 盧俊傑    

   第九名 5E 陳勵瑩    

   第九名 5E 黃慧雯    

 

宗教(基督教)科 

第一名 5A 余思琳 

第一名 5A 余詩琪 

第一名 5A 杜心絃 

第一名 5A 熊家樂 

第一名 5B 蘇嘉玲 

第一名 5C 蘇俊梅 

第一名 5D 孔嘉琳 

第一名 5E 陳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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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核心科增潤課程 西式食品製作(應用學習) 

第一名 5D 李卓玟 第一名 5A 余詩琪 第一名 5C 朱浩賢 

第一名 5A 張家俊 第一名 5C 羅天碩 第二名 5A 陳琬賢 

第二名 5D 潘嘉詠 第三名 5B 郭意豪 第三名 5A 關晴心 

第二名 5E 林錦瀅    第四名 5A 鍾曉妍 

第二名 5D 伍世洛    第五名 5A 張智皓 

 

 

形象設計(應用學習) 酒店營運(應用學習) 室內設計(應用學習) 

第一名 5E 勞翠珊 第一名 5A 張靖瑤 第一名 5C 陳詠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