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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英國語文科 組合科學科 

第一名 5A 陳耿鋒 第一名 5F 何德健 第一名 5A 鄧唯琪 

第二名 5F 張嘉瑩 第二名 5F 陳嘉敏 第二名 5E 馬愷彤 

第三名 5F 黃藝 第三名 5F 潘文榮 第三名 5D 吳紫琼 

第四名 5A 余子聰 第四名 5A 譚曜曦 第四名 5D 葉季誠 

第五名 5A 薛皓軒 第五名 5A 何紫杰 第五名 5E 鄧愷瑜 

第六名 5F 吳凱祺 第六名 5F 羅詠洳 第六名 5B 莊美栩 

第七名 5A 何紫杰 第七名 5F 吳凱祺 第六名 5D 孫卓然 

第八名 5A 李若虹 第八名 5F 林穎欣 第八名 5E 許其鋮 

第九名 5E 黃小欣 第九名 5F 梁倩儀 第九名 5C 范文俊 

第十名 5F 羅慧玲 第十名 5F 陳秀鴻 第十名 5B 盧嘉本 

 

 

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生物科 

第一名 5F 陳嘉敏 第一名 5E 李家俊 第一名 5F 梁暐彤 

第二名 5F 張嘉瑩 第二名 5F 梁倩儀 第二名 5F 陳嘉敏 

第三名 5F 潘文榮 第三名 5A 陳睿堅 第三名 5F 陳常至 

第四名 5F 林穎欣 第四名 5A 陳耿鋒 第四名 5F 陳慧珊 

第四名 5F 梁倩儀 第五名 5A 李若虹 第五名 5A 張雅雯 

第六名 5E 李家俊 第六名 5A 張靖妍 第六名 5F 羅詠洳 

第七名 5D 蔡德邦 第七名 5A 梁嘉燕 第七名 5A 楊錦琦 

第七名 5E 孔詩穎 第七名 5C 陳彥博 第八名 5F 陳港儀 

第九名 5A 陳耿鋒 第九名 5F 蔡浚亨 第九名 5F 霍奕靈 

第十名 5A 梁嘉燕 第十名 5D 江相軍 第十名 5F 周子鵠 

第十名 5A 陳燕楣       

第十名 5F 吳凱祺       

第十名 5F 梁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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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經濟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第一名 5F 林穎欣 第一名 5A 譚曜曦 第一名 5A 馬光昶 

第二名 5F 張嘉瑩 第一名 5F 梁鈺茵 第二名 5D 李耀麟 

第三名 5F 陳嘉敏 第三名 5D 蔡德邦 第二名 5D 黎惠民 

第四名 5F 譚淑琪 第四名 5F 林穎欣 第四名 5A 韓焯樂 

第五名 5D 彭慧怡 第五名 5F 鄒東儒 第五名 5A 許均楊 

第六名 5E 李家俊 第五名 5F 陳常至 第六名 5C 施冠全 

第七名 5F 潘文榮 第七名 5A 梁芳玲 第七名 5D 司徒嘉豪 

第八名 5E 謝希文 第七名 5A 韓焯樂 第八名 5E 馮建雄 

第九名 5E 吳建見 第九名 5A 余子聰 第九名 5D 郭天寶 

第十名 5C 施冠全 第九名 5E 梁浩雋 第十名 5D 羅卓儀 

         

 

 

 

數學科(必修部分) 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 歷史科 

第一名 5F 何德健 第一名 5F 何德健 第一名 5A 何紫杰 

第二名 5A 盧德俊 第二名 5F 潘文榮 第二名 5F 梁倩儀 

第三名 5F 潘文榮 第三名 5A 盧德俊 第三名 5E 李家俊 

第四名 5F 陳樂恒 第四名 5F 陳樂恒 第四名 5F 張嘉瑩 

第五名 5A 馬光昶 第五名 5F 林穎欣 第五名 5F 吳凱祺 

第五名 5F 陳嘉敏 第六名 5A 陳樹城 第六名 5A 伍慧嘉 

第七名 5F 梁啟樂 第七名 5F 梁啟樂 第七名 5A 薛皓軒 

第八名 5F 梁倩儀 第八名 5A 馬光昶 第七名 5D 葉永強 

第九名 5F 鄒東儒 第八名 5F 張嘉瑩 第九名 5C 陳彥博 

第十名 5F 梁暐彤 第十名 5F 鄒東儒 第十名 5A 鄧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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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物理科 核心科增潤課程 

第一名 5F 潘文榮 第一名 5F 何德健 第一名 5D 葉永強 

第二名 5F 何德健 第二名 5F 潘文榮 第二名 5C 施冠全 

第三名 5F 梁暐彤 第三名 5A 盧德俊 第三名 5C 何柏霆 

第四名 5F 梁啟樂 第四名 5A 馬光昶 第四名 5D 金仲儀 

第五名 5F 陳慧珊 第五名 5F 陳樂恒 第五名 5E 史詠琪 

第六名 5F 陳嘉敏 第六名 5F 林穎欣 第六名 5E 袁翊晞 

第七名 5F 梁俊輝 第七名 5A 陳樹城 第七名 5B 黃民樂 

第七名 5F 陳樂恒 第八名 5F 梁俊輝 第八名 5D 王翠雯 

第九名 5F 周子鵠 第九名 5F 梁啟樂 第八名 5D 郭天寶 

第十名 5E 蔡仁傑 第十名 5F 邱明進 第十名 5E 葉裕勤 

         

 

 

 

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 酒店營運(應用學習) 

第一名 5F 林穎欣 第一名 5F 蔡浚亨 第一名 5A 黎曉嵐 

第二名 5F 黃艷君 第二名 5B 羅孝賢 第二名 5E 李詩衡 

第三名 5F 梁暐彤 第二名 5C 何文賢 第三名 5E 陳恩臨 

第四名 5A 張靖妍 第二名 5C 曾曉晴 第四名 5C 鄭兆民 

第四名 5F 羅詠洳 第二名 5D 朱美玲 第四名 5D 黃翠桐 

第四名 5F 譚淑琪 第二名 5E 董曉恩 第六名 5A 伍慧嘉 

第四名 5F 黎靜森 第二名 5F 陳常至 第六名 5B 劉蕊嘉 

   第八名 5C 呂裕榮 第六名 5C 林彥君 

   第八名 5C 蘇曉彤 第六名 5C 蘇倬鋒 

   第八名 5C 鄭兆民 第十名 5E 鄧愷瑜 

   第八名 5E 鄧愷瑜    

   第八名 5F 林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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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基督教)科 形象設計(應用學習)  

第一名 5A 余詠欣 第一名 5C 郭施妍    

第一名 5A 張雅雯 第二名 5C 葉卓瑩    

第一名 5A 陳耿鋒 第三名 5D 高嘉樂    

第一名 5A 黃素燕 第四名 5C 梁曦允    

第一名 5B 莊美栩 第五名 5D 連啟智    

第一名 5B 郭家明  
  

   

第一名 5C 曾曉晴  
  

   

第一名 5D 王翠雯       

第一名 5E 董曉恩       

第一名 5F 黃藝       

第一名 5F 林穎欣       

第一名 5F 梁啟樂       

第一名 5F 梁暐彤       

第一名 5F 羅慧玲       

第一名 5F 黎靜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