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四級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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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葉嘉雄 第一名 4E 劉昭儀 第一名 4A 張嘉嬋 

第二名 4E 葉彤 第二名 4A 林沛豪 第二名 4E 譚靜妍 

第三名 4E 譚靜妍 第三名 4D 陳安然 第三名 4E 何潁筠 

第四名 4A 林沛豪 第四名 4A 黃婉瑩 第四名 4E 陳映悅 

第四名 4A 黃婉瑩 第五名 4A 趙明慧 第五名 4E 潘可蓉 

第六名 4A 張嘉嬋 第六名 4B 羅婉儀 第六名 4D 周靜樂 

第七名 4E 陳映悅 第七名 4B 呂裕權 第七名 4A 邱卓恩 

第八名 4E 陳家浩 第八名 4B 梁洪輝 第八名 4A 曾憲亨 

第九名 4A 洪嘉寶 第九名 4A 許妤穎 第八名 4E 鄭樂恩 

第九名 4E 庾恩晴 第十名 4B 陳翰揚 第十名 4A 黃慧儀 

         

 

 

 

 

地理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科 

第一名 4E 何盈盈 第一名 4E 陳曉琳 第一名 4A 廖嘉謙 

第二名 4A 羅琳 第二名 4E 鄭秀麗 第一名 4A 張嘉嬋 

第三名 4E 陳曉琳 第三名 4E 葉彤 第三名 4E 葉彤 

第四名 4A 葉詠蒽 第四名 4E 黃瑞龍 第四名 4E 譚靜妍 

第五名 4A 曾憲亨 第五名 4E 黃靖惠 第五名 4E 黃瑞龍 

第六名 4C 張天豪 第六名 4A 張嘉嬋 第六名 4D 周倩怡 

第六名 4D 林慧琪 第七名 4E 簡健儀 第七名 4E 簡健儀 

第八名 4D 周靜樂 第七名 4E 陳家浩 第八名 4A 許妤悅 

第九名 4E 劉昭儀 第九名 4E 黎子瑄 第九名 4A 羅琳 

第十名 4A 黃婉瑩 第十名 4E 黃俏兒 第十名 4A 劉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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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經濟科 歷史科 

第一名 4D 黃芷諾 第一名 4E 葉彤 第一名 4A 羅琳 

第二名 4E 葉彤 第二名 4E 蕭明基 第二名 4E 何盈盈 

第三名 4E 劉昭儀 第三名 4D 陳諾汶 第三名 4E 吳籽欣 

第四名 4E 譚靜妍 第四名 4E 吳籽欣 第四名 4A 林沛豪 

第五名 4D 鄧凱琳 第五名 4A 劉振賢 第五名 4E 陳曉琳 

第六名 4A 巫雅淇 第六名 4B 廖千霆 第六名 4E 陳家浩 

第七名 4A 葉詠蒽 第七名 4E 陳家浩 第七名 4A 洪嘉寶 

第八名 4A 林沛豪 第七名 4E 陳澤聰 第八名 4D 陳安然 

第八名 4A 葉嘉雄 第九名 4A 曾弘裕 第九名 4E 李頴珊 

第十名 4E 庾恩晴 第十名 4A 葉嘉雄 第十名 4B 梁洪輝 

      第十名 4E 黃茲皓 

         

 

 

 

物理科 化學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第一名 4A 巫雅淇 第一名 4A 巫雅淇 第一名 4A 陳子熙 

第二名 4E 黃瑞龍 第二名 4E 潘可蓉 第二名 4C 楊展岳 

第三名 4D 周倩怡 第三名 4E 葉彤 第三名 4B 魏永康 

第四名 4A 黃慧儀 第四名 4D 梁澄 第三名 4C 張祖軒 

第五名 4A 羅諾希 第五名 4E 譚靜妍    

第五名 4A 賴志聰 第六名 4D 周倩怡    

第五名 4A 陳韋行 第七名 4A 劉嘉明    

第五名 4E 簡健儀 第八名 4E 簡健儀    

第九名 4D 陳諾汶 第九名 4A 許妤悅    

第十名 4A 廖嘉謙 第十名 4E 鄭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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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體育科 

第一名 4D 廖穎燊 第一名 4A 盧炬丰 第一名 4A 邱卓恩 

第一名 4D 郭勝濤 第二名 4E 簡健儀 第二名 4C 陳曉彤 

第一名 4D 利玟𤨡 第二名 4E 陳映悅 第三名 4A 蘇俊明 

第四名 4D 鍾玟樂 第四名 4C 王詠芝 第三名 4E 吳籽欣 

第四名 4D 黃芷諾 第五名 4E 劉昭儀 第五名 4B 王潤康 

第六名 4B 邱文浩 第六名 4A 葉詠蒽 第五名 4D 王紫晴 

第六名 4B 陳嘉樂 第六名 4E 葉彤 第五名 4E 潘可蓉 

第六名 4D 鍾敏 第八名 4A 許妤悅 第五名 4E 詹詠恩 

第九名 4B 蔡迎迎 第八名 4A 許妤穎 第五名 4E 黃俏兒 

第九名 4D 顏芊禧 第八名 4C 陳曉彤 第十名 4A 羅琳 

   第八名 4E 李詩韻 第十名 4B 陳沛茵 

   第八名 4E 蘇麗津 第十名 4D 鄧凱琳 

   第八名 4E 鄭樂恩 第十名 4E 黃瑞龍 

         

 

 

 

 

 

 

宗教科(基督教) 

第一名 4A 趙俊昇 

第一名 4A 趙明慧 

第一名 4B 徐君婷 

第一名 4C 謝紫琳 

第一名 4C 賴凱儀 

第一名 4C 鄺安琦 

第一名 4D 黃芷諾 

第一名 4E 陳映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