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四級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生物科 

第一名 4E 麥家敏 第一名 4E 黎曉田 第一名 4E 李詩敏 

第二名 4E 匡雪蓮 第二名 4E 尹潁儀 第二名 4E 麥家敏 

第三名 4A 譚巧兒 第三名 4A 莫家豪 第三名 4D 鍾煒恒 

第四名 4E 黎曉田 第四名 4A 陳嘉欣 第四名 4E 劉嘉善 

第五名 4E 林建卿 第五名 4D 任子健 第五名 4E 溫景芳 

第六名 4E 梁泳欣 第六名 4B 蘇文傑 第六名 4E 劉家麗 

第七名 4E 劉梓譽 第七名 4D 趙曦 第七名 4D 余上偉 

第八名 4E 劉嘉善 第八名 4A 譚巧兒 第八名 4C 黎卓浩 

第九名 4E 李綺雪 第九名 4D 莊文豪 第九名 4A 陳柏蓉 

第九名 4E 潘心儀 第十名 4B 關家裕 第十名 4A 傅遂心 

 
  第十名 4B 陳國輝    

 

 

 

地理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科 

第一名 4E 林佩君 第一名 4E 蔡青慧 第一名 4E 李兆康 

第二名 4E 蔡青慧 第二名 4E 劉家麗 第一名 4E 郭傑超 

第三名 4D 鍾煒恒 第三名 4E 劉梓譽 第一名 4E 郭兆洋 

第四名 4D 余上偉 第四名 4E 郭傑超 第四名 4E 劉梓譽 

第五名 4A 曾天慧 第五名 4E 溫景芳 第五名 4E 李詩敏 

第六名 4E 黎曉田 第六名 4E 李詩敏 第六名 4E 陳詠虹 

第七名 4C 陳映翹 第六名 4E 梁泳欣 第七名 4E 梁泳欣 

第八名 4A 梁靜焮 第八名 4E 李兆康 第八名 4D 李泳釗 

第八名 4C 黎卓浩 第九名 4E 賴倩韻 第九名 4A 吳梓軒 

第八名 4E 劉洛儀 第十名 4A 黃學軒 第九名 4E 匡雪蓮 

   第十名 4E 麥家敏    

 

 

 



中四級 第二學期考試各科名人榜 

 

組合科學科 通識教育科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4B 黃彥銘 第一名 4E 劉梓譽 第一名 4E 李綺雪 

第二名 4D 黃俊軒 第二名 4E 蔡青慧 第二名 4E 林建卿 

第三名 4B 冼澤浩 第三名 4E 麥家敏 第二名 4E 梁泳欣 

第四名 4D 楊浩偉 第四名 4E 梁泳欣 第四名 4E 蔡青慧 

第五名 4C 董心誠 第五名 4B 梁諾宜 第五名 4A 陸雅詠 

第六名 4B 黃君澄 第六名 4A 莫家豪 第五名 4E 陸義國 

第七名 4B 陳振達 第七名 4A 曾天慧 第七名 4E 溫景芳 

第八名 4C 資娸甄 第八名 4B 羅子桐 第七名 4E 賴倩韻 

第九名 4B 趙文慧 第九名 4E 匡雪蓮 第七名 4E 麥家敏 

第十名 4D 陳梓軒 第十名 4A 容苡澄 第十名 4C 陳映翹 

   第十名 4A 陳嘉欣 第十名 4D 黃俊軒 

 

 

 

經濟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歷史科 

第一名 4E 劉梓譽 第一名 4D 李泳釗 第一名 4A 莫家豪 

第二名 4E 郭傑超 第二名 4A 黃學軒 第一名 4E 蔡青慧 

第三名 4A 張偉熙 第三名 4A 許錦哲 第三名 4E 陳焯華 

第四名 4E 尹潁儀 第三名 4D 蔡明德 第四名 4A 韓嘉儀 

第五名 4E 李綺雪 第五名 4D 黃俊源 第五名 4B 黃彥銘 

第五名 4E 賴倩韻 第六名 4A 鄭卓賢 第六名 4A 容苡澄 

第七名 4A 黃立 第六名 4D 江定賓 第七名 4A 劉晉文 

第七名 4A 黃健朗 第八名 4A 劉晉文 第八名 4D 李泳釗 

第九名 4D 蔡明德 第九名 4C 何天樂 第八名 4E 黃銘雅 

第十名 4A 容苡澄 第十名 4B 李劍方 第十名 4D 黎咏詩 

   第十名 4C 盧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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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物理科 體育科 

第一名 4E 劉梓譽 第一名 4E 李兆康 第一名 4A 陳泳銦 

第二名 4E 郭兆洋 第二名 4E 郭兆洋 第一名 4D 鄺俊達 

第三名 4E 李兆康 第三名 4E 郭傑超 第三名 4A 許怡咏 

第四名 4E 劉家麗 第四名 4E 陳詠虹 第三名 4D 潘敬文 

第五名 4E 劉嘉善 第五名 4E 吳紫穎 第三名 4D 鍾煒恒 

第六名 4E 吳紫穎 第六名 4E 關俊斌 第六名 4D 黎咏詩 

第七名 4E 李詩敏 第七名 4D 區國銳 第七名 4C 黎雅汶 

第八名 4E 溫景芳 第八名 4E 陸義國 第八名 4A 譚偉傑 

第九名 4E 梁泳欣 第九名 4E 梁泳欣 第八名 4B 梁諾宜 

第十名 4E 陸義國 第十名 4A 吳梓軒 第八名 4C 葉慶輝 

      第八名 4D 李泳釗 

 

 

 

音樂科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4B 梁諾宜 第一名 4A 曾天慧    

第一名 4B 關家裕 第一名 4A 莫家豪    

第三名 4D 潘敬文 第一名 4A 陳嘉欣    

第四名 4B 李栩文 第一名 4B 羅子桐    

第四名 4D 黎咏詩 第一名 4C 劉質義    

第六名 4D 李泳釗 第一名 4D 區國銳    

第六名 4D 梁恩僮 第一名 4D 李泳釗    

第六名 4D 鄺俊達 第一名 4D 潘敬文    

第六名 4D 鍾煒恒 第一名 4E 麥家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