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業榮譽榜 

中一級 2014-2015 年度下學期考試 

科目 全級第一 全級第二 全級第三 全級第四 全級第五 

中國歷史 1D29 曾泳蕊 (83.4) 1A22 吳芷潼 (76.0) 1C03 陳穎裕 (75.9) 1D16 劉俊勤 (74.7) 1B22 吳家豪 (73.5) 

中國語文 1D29 曾泳蕊 (152.9) 1D23 佘睿文 (146.4) 1A23 施若琳 (145.9) 1A09 莊高翔 (144.5) 1D19 梁翹 (144.1) 

普通電腦科 1C10 黎銘謙 (50.0) 

1C11 賴拓揚 (50.0) 

1C14 劉思齊 (50.0) 

1A02 陳學而 (49.0) 

1A04 陳家豪 (49.0) 

1D03 鄭世雄 (49.0) 

1A06 鄭悅鏵 (49.0) 

1A07 張剴嵐 (49.0) 

1D04 張淑華 (49.0) 

1B09 張弘龍 (49.0) 

1D06 徐嘉娸 (49.0) 

1A10 霍星男 (49.0) 

1D08 馮銘昕 (49.0) 

1A12 洪寶秀 (49.0) 

1D09 郭梓欣 (49.0) 

1D12 林瀚霆 (49.0) 

1A16 林宇霆 (49.0) 

1D14 劉鍾贏 (49.0) 

1D15 劉大煜 (49.0) 

1D16 劉俊勤 (49.0) 

1D19 梁翹 (49.0) 

1A19 李浩賢 (49.0) 

1D22 李日朗 (49.0) 

1C26 潘巧樂 (49.0) 

1A03 陳駿軒 (48.0) 

1B06 張展楷 (48.0) 

1D05 蔡俊平 (48.0) 

1B11 許家傑 (48.0) 

1B12 鄺賀俊 (48.0) 

1D11 黎雅瑩 (48.0) 

1A15 黎偉權 (48.0) 

1D21 李少秋 (48.0) 

1B22 吳家豪 (48.0) 

1A24 曾韋皓 (48.0) 

1A25 曾宛尉 (48.0) 

1A29 黃俊杰 (48.0) 

1A05 陳嘉浚 (47.0) 

1B10 詹天樂 (47.0) 

1A20 李建洲 (47.0) 

1C21 林嘉琪 (47.0) 

1B01 陳致德 (46.0) 

1A14 郭承璁 (46.0) 

1D13 林偉順 (46.0) 

1C17 梁家健 (46.0) 

1A28 蔡榮泰 (46.0) 

1B03 陳景城 (46.0) 

1D10 黎智希 (46.0) 



1D23 佘睿文 (49.0) 

1D24 蕭柔雅 (49.0) 

1A31 黃本樑 (49.0) 

1B29 嚴泓彥 (49.0) 

1D20 梁楠年 (49.0) 

1A13 郭雅文 (49.0) 

1B28 楊凱欣 (49.0) 

1A09 莊高翔 (49.0) 

1A08 趙朗傑 (49.0) 

設計與科技 1B29 嚴泓彥 (48.0) 1D07 馮仟蕙 (47.0) 

1C14 劉思齊 (47.0) 

1A28 蔡榮泰 (47.0) 

1B04 陳江全 (46.0) 

1B21 龍嘉玲 (46.0) 

1A23 施若琳 (46.0) 

1D17 李秋麗 (46.0) 

1D04 張淑華 (45.0) 

1D08 馮銘昕 (45.0) 

1A14 郭承璁 (45.0) 

1D11 黎雅瑩 (45.0) 

1B20 陸紹斌 (45.0) 

1A30 黃銘希 (45.0) 

1A13 郭雅文 (45.0) 

1A04 陳家豪 (44.0) 

1C06 蔡健東 (44.0) 

1A11 何晉浩 (44.0) 

1D12 林瀚霆 (44.0) 

1C13 劉康平 (44.0) 

1A31 黃本樑 (44.0) 

英國語文 1D08 馮銘昕 (181.3) 1D13 林偉順 (179.6) 1D31 王樂怡 (161.5) 1D23 佘睿文 (160.4) 1D19 梁翹 (153.0) 

倫理/宗教教育 1D03 鄭世雄 (88.0) 1A09 莊高翔 (87.4) 1D04 張淑華 (86.8) 1B09 張弘龍 (85.0) 1D08 馮銘昕 (84.0) 

歷史 1A22 吳芷潼 (100.0) 1D16 劉俊勤 (95.0) 1A23 施若琳 (94.0) 1D25 施珠鏵 (92.0) 1D19 梁翹 (91.0) 

1D29 曾泳蕊 (91.0) 

家政 1D29 曾泳蕊 (50.0) 1A27 蔡斯穎 (49.0) 1B14 黎雅琳 (47.0) 1A18 梁尚文 (46.0) 

1D21 李少秋 (46.0) 

1A28 蔡榮泰 (46.0) 

1C27 蔡杜麗 (46.0) 

1C02 陳嘉炘 (44.0) 

1D03 鄭世雄 (44.0) 

1D09 郭梓欣 (44.0) 

1D11 黎雅瑩 (44.0) 

1D28 鄧綺敏 (44.0) 

科學 1D16 劉俊勤 (99.0) 1D19 梁翹 (83.0) 1D29 曾泳蕊 (81.0) 1C10 黎銘謙 (79.5) 1D23 佘睿文 (78.0) 

1D25 施珠鏵 (78.0) 

通識教育 1C03 陳穎裕 (91.0) 1D19 梁翹 (89.0) 1D16 劉俊勤 (85.0) 1A23 施若琳 (83.0) 1A16 林宇霆 (81.0) 



1A22 吳芷潼 (85.0) 

數學 1D03 鄭世雄 (189.0) 1B01 陳致德 (179.0) 1D22 李日朗 (158.0) 1C10 黎銘謙 (156.0) 1A23 施若琳 (146.0) 

音樂 1B21 龍嘉玲 (49.0) 1A10 霍星男 (48.0) 1D04 張淑華 (47.0) 

1D07 馮仟蕙 (47.0) 

1D08 馮銘昕 (47.0) 

1B14 黎雅琳 (47.0) 

1D12 林瀚霆 (47.0) 

1D31 王樂怡 (47.0) 

1A16 林宇霆 (46.0) 

1D19 梁翹 (46.0) 

1A14 郭承璁 (45.0) 

1D09 郭梓欣 (45.0) 

1C10 黎銘謙 (45.0) 

1C11 賴拓揚 (45.0) 

1D13 林偉順 (45.0) 

1C14 劉思齊 (45.0) 

1D25 施珠鏵 (45.0) 

1D29 曾泳蕊 (45.0) 

1D32 黃雅婷 (45.0) 

1C27 蔡杜麗 (45.0) 

1A09 莊高翔 (45.0) 

1D17 李秋麗 (45.0) 

體育課 1B18 劉日希 (47.0) 

1D22 李日朗 (47.0) 

1D23 佘睿文 (47.0) 

1D13 林偉順 (46.0) 

1A23 施若琳 (46.0) 

1C28 黃震暉 (46.0) 

1C05 張燕萍 (45.0) 

1D05 蔡俊平 (45.0) 

1C06 蔡健東 (45.0) 

1B12 鄺賀俊 (45.0) 

1B27 黃嘉慧 (45.0) 

1B11 許家傑 (44.0) 

1C08 鄺啟暉 (44.0) 

1C09 黎顯聰 (44.0) 

1C13 劉康平 (44.0) 

1C17 梁家健 (44.0) 

1D21 李少秋 (44.0) 

1D30 黃俊傑 (44.0) 

1B02 陳進維 (43.0) 

1B09 張弘龍 (43.0) 

1C12 林鴻鑫 (43.0) 

1B17 劉偉麟 (43.0) 

1C25 伍浚鏗 (43.0) 

1D24 蕭柔雅 (43.0) 

1A26 謝宇祐 (43.0) 

普通話 1D21 李少秋 (96.0) 1A23 施若琳 (95.2) 1D29 曾泳蕊 (89.6) 1C26 潘巧樂 (89.2) 1C21 林嘉琪 (86.4) 

視覺藝術 1A06 鄭悅鏵 (48.0) 1C06 蔡健東 (45.0) 

1C10 黎銘謙 (45.0) 

1A20 李建洲 (45.0) 

1C01 陳治恒 (43.0) 

1A02 陳學而 (43.0) 

1A14 郭承璁 (43.0) 

1C20 李鎔澤 (43.0) 

1C26 潘巧樂 (43.0) 

1D29 曾泳蕊 (43.0) 

1D10 黎智希 (42.0) 1D02 陳卓輝 (40.0) 

1D03 鄭世雄 (40.0) 

1B09 張弘龍 (40.0) 

1D06 徐嘉娸 (40.0) 

1B12 鄺賀俊 (40.0) 

1C08 鄺啟暉 (40.0) 



1A25 曾宛尉 (43.0) 

1A31 黃本樑 (43.0) 

1C27 蔡杜麗 (43.0) 

1D28 鄧綺敏 (43.0) 

1C14 劉思齊 (40.0) 

1B18 劉日希 (40.0) 

1D21 李少秋 (40.0) 

1D27 譚俊健 (40.0) 

1A27 蔡斯穎 (40.0) 

1C28 黃震暉 (40.0) 

1C29 伍仕鏢 (40.0) 

1D20 梁楠年 (40.0) 

生活與學習 1D08 馮銘昕 (98.0) 1B06 張展楷 (95.9) 1D16 劉俊勤 (95.3) 1D09 郭梓欣 (93.2) 1D29 曾泳蕊 (92.4) 

中二級 2014-2015 年度下學期考試 

科目 全級第一 全級第二 全級第三 全級第四 全級第五 

中國歷史 2D02 陳婉儀 (83.4) 2D18 劉鎮真 (82.4) 2D06 洪華悅 (78.4) 2B16 黎俊軒 (74.2) 2D07 葉蔚宜 (71.8) 

中國語文 2D35 何泳鈴 (155.1) 2D01 陳朗天 (146.7) 2D24 馬永恒 (140.5) 2D21 李詠珊 (137.2) 2D18 劉鎮真 (137.1) 

普通電腦科 2D08 江家俊 (50.0) 

2D10 郭煒杰 (50.0) 

2D11 黎智康 (50.0) 

2D12 林卓熹 (49.0) 

2D07 葉蔚宜 (49.0) 

2B01 陳國輝 (49.0) 

2D02 陳婉儀 (49.0) 

2D03 周鳳琪 (49.0) 

2B17 林曉晴 (49.0) 

2C14 梁朝昇 (49.0) 

2B27 譚倬林 (49.0) 

2C34 袁文浩 (49.0) 

2B11 許嘉盈 (48.0) 

2A02 陳灝賢 (48.0) 

2B06 鄭仲軒 (48.0) 

2B08 蔡嘉樂 (48.0) 

2B09 秦詠琳 (48.0) 

2B10 何穎妍 (48.0) 

2B13 詹家聲 (48.0) 

2B14 官焯然 (48.0) 

2A16 林諺平 (48.0) 

2B20 梁朝旭 (48.0) 

2A20 梁進 (48.0) 

2B21 李美欣 (48.0) 

2B25 潘霈姿 (48.0) 

2C29 黃志康 (48.0) 

2D01 陳朗天 (47.0) 

2B04 陳浚軒 (47.0) 

2A13 許錦華 (47.0) 

2B12 洪瑋淇 (47.0) 

2A14 葉宗恒 (47.0) 

2B15 黎展翯 (47.0) 

2A18 李曉敏 (47.0) 

2B19 李文杰 (47.0) 

2A24 廖政權 (47.0) 

2B24 吳穎儀 (47.0) 

2C22 潘冠華 (47.0) 

2B34 翁靜潼 (46.0) 

2C11 林賜源 (46.0) 

2D04 蔡嘉慧 (46.0) 

2D06 洪華悅 (46.0) 

2D09 江思嬅 (46.0) 

2A17 劉浩冬 (46.0) 

2A21 梁凱喬 (46.0) 

2A22 梁子軒 (46.0) 

2B23 馬柏軒 (46.0) 

2B32 楊湘湘 (46.0) 

2C33 楊偉兒 (46.0) 



2B30 黃穎怡 (48.0) 

設計與科技 2D34 張煒亮 (48.0) 2C11 林賜源 (47.0) 

2D06 洪華悅 (47.0) 

2D12 林卓熹 (46.0) 

2B03 陳沛玄 (46.0) 

2C06 徐冠雄 (46.0) 

2B10 何穎妍 (46.0) 

2B20 梁朝旭 (46.0) 

2D23 盧逸禮 (46.0) 

2B33 嚴子奇 (46.0) 

2A09 張添欣 (45.0) 

2D07 葉蔚宜 (45.0) 

2D03 周鳳琪 (45.0) 

2D14 林鐃霖 (45.0) 

2D15 林潔欣 (45.0) 

2B23 馬柏軒 (45.0) 

2B27 譚倬林 (45.0) 

2D31 姚瑋杰 (45.0) 

2B11 許嘉盈 (44.0) 

2B19 李文杰 (44.0) 

2C14 梁朝昇 (44.0) 

2B25 潘霈姿 (44.0) 

2D30 王慧怡 (44.0) 

2D32 曾愛凈 (44.0) 

英國語文 2D27 譚穎妍 (166.7) 2D24 馬永恒 (162.1) 2D35 何泳鈴 (161.4) 2D10 郭煒杰 (159.8) 2D05 馮芷慧 (159.4) 

倫理/宗教教育 2B01 陳國輝 (86.0) 

2D18 劉鎮真 (86.0) 

2B27 譚倬林 (86.0) 

2B11 許嘉盈 (83.0) 

2D02 陳婉儀 (83.0) 

2D29 黃思琪 (83.0) 

2B32 楊湘湘 (83.0) 

2D08 江家俊 (82.0) 

2A15 鄺智明 (82.0) 

2D19 劉宇軒 (82.0) 

2D35 何泳鈴 (80.0) 2B34 翁靜潼 (79.0) 

2D01 陳朗天 (79.0) 

2B03 陳沛玄 (79.0) 

地理 2D18 劉鎮真 (98.0) 2D19 劉宇軒 (90.0) 2D23 盧逸禮 (84.0) 2D02 陳婉儀 (83.0) 2A28 譚家明 (81.0) 

家政 2D02 陳婉儀 (50.0) 2D03 周鳳琪 (49.0) 

2B25 潘霈姿 (49.0) 

2C33 楊偉兒 (49.0) 

2D33 張娟麗 (49.0) 

2D17 林采澄 (48.0) 

2D07 葉蔚宜 (48.0) 

2B26 蕭珮莎 (48.0) 

2A30 謝詩詩 (48.0) 

2A32 黃家琪 (48.0) 

2D30 王慧怡 (48.0) 

2B34 翁靜潼 (47.0) 2D05 馮芷慧 (46.0) 

2A04 陳佩玲 (46.0) 

2D35 何泳鈴 (46.0) 

2D04 蔡嘉慧 (46.0) 

2C07 何泳琳 (46.0) 

2C10 關俊偉 (46.0) 

2D10 郭煒杰 (46.0) 

2B17 林曉晴 (46.0) 

2D15 林潔欣 (46.0) 

2B20 梁朝旭 (46.0) 

2A26 駱可怡 (46.0) 

2A28 譚家明 (46.0) 

2B28 韋婥怡 (46.0) 



2C34 袁文浩 (46.0) 

科學 2A27 呂兆巽 (96.5) 2D02 陳婉儀 (94.5) 2B09 秦詠琳 (91.0) 2D26 戴浩暉 (88.0) 2A29 唐建鋒 (86.5) 

通識教育 2D18 劉鎮真 (86.0) 2D07 葉蔚宜 (85.0) 2D11 黎智康 (83.0) 2D06 洪華悅 (79.0) 2D02 陳婉儀 (76.0) 

數學 2D35 何泳鈴 (195.0) 2D20 李心軒 (192.0) 2D24 馬永恒 (188.0) 

2D25 莫海山 (188.0) 

2D26 戴浩暉 (187.0) 2D10 郭煒杰 (181.0) 

音樂 2D08 江家俊 (48.0) 

2B25 潘霈姿 (48.0) 

2D30 王慧怡 (48.0) 

2D12 林卓熹 (47.0) 

2D17 林采澄 (47.0) 

2D07 葉蔚宜 (47.0) 

2B03 陳沛玄 (47.0) 

2D06 洪華悅 (47.0) 

2C12 林翠怡 (47.0) 

2B26 蕭珮莎 (47.0) 

2C33 楊偉兒 (47.0) 

2C34 袁文浩 (47.0) 

2D13 林哲毅 (46.0) 

2D01 陳朗天 (46.0) 

2D35 何泳鈴 (46.0) 

2C07 何泳琳 (46.0) 

2C08 許韜 (46.0) 

2D14 林鐃霖 (46.0) 

2C13 劉嘉惠 (46.0) 

2C25 譚文俊 (46.0) 

2A26 駱可怡 (46.0) 

2C30 黃楨雯 (45.0) 

2C04 張凱欣 (45.0) 

2D04 蔡嘉慧 (45.0) 

2D10 郭煒杰 (45.0) 

2C21 文寯翹 (45.0) 

2A32 黃家琪 (45.0) 

2C31 王綺淇 (45.0) 

2B31 黃弋齊 (45.0) 

2D31 姚瑋杰 (45.0) 

2C17 李樂怡 (44.0) 

2D03 周鳳琪 (44.0) 

2A18 李曉敏 (44.0) 

2C29 黃志康 (44.0) 

體育課 2C25 譚文俊 (48.0) 2B09 秦詠琳 (47.0) 

2B27 譚倬林 (47.0) 

2D11 黎智康 (46.0) 

2C16 李輝昌 (46.0) 

2C11 林賜源 (45.0) 

2D04 蔡嘉慧 (45.0) 

2B23 馬柏軒 (45.0) 

2D30 王慧怡 (45.0) 

2C32 溫定康 (45.0) 

2A05 陳梓軒 (44.0) 

2B17 林曉晴 (44.0) 

2C20 馬同德 (44.0) 

2C21 文寯翹 (44.0) 

2B29 黃澤勝 (44.0) 

普通話 2D35 何泳鈴 (94.2) 2D34 張煒亮 (93.9) 2D33 張娟麗 (91.5) 2D25 莫海山 (89.6) 2C10 關俊偉 (88.9) 

視覺藝術 2A09 張添欣 (47.0) 2D14 林鐃霖 (45.0) 

2D30 王慧怡 (45.0) 

2D02 陳婉儀 (43.0) 

2B08 蔡嘉樂 (43.0) 

2B11 許嘉盈 (42.0) 

2D11 黎智康 (42.0) 

2C18 李欣螢 (42.0) 

2A26 駱可怡 (42.0) 

2C33 楊偉兒 (42.0) 

2D05 馮芷慧 (40.0) 

2C17 李樂怡 (40.0) 

2C11 林賜源 (40.0) 

2A03 陳毅聰 (40.0) 

2D03 周鳳琪 (40.0) 

2D04 蔡嘉慧 (40.0) 

2B09 秦詠琳 (40.0) 

2D15 林潔欣 (40.0) 



2D19 劉宇軒 (40.0) 

2B20 梁朝旭 (40.0) 

2C21 文寯翹 (40.0) 

2B25 潘霈姿 (40.0) 

2A30 謝詩詩 (40.0) 

2C29 黃志康 (40.0) 

生活與學習 2D05 馮芷慧 (98.4) 2D17 林采澄 (98.1) 2D35 何泳鈴 (96.1) 2D02 陳婉儀 (95.9) 

2D18 劉鎮真 (95.9) 

2D08 江家俊 (95.2) 

中三級 2014-2015 年度下學期考試 

科目 全級第一 全級第二 全級第三 全級第四 全級第五 

生物 3A12 何蕊言 (95.0) 3C31 黃健譽 (94.0) 3D26 曾令曦 (92.0) 3D34 姚卓同 (90.0) 3B14 林曉晴 (87.0) 

3D11 林潔螢 (87.0) 

3D20 麥子健 (87.0) 

3D30 王昊申 (87.0) 

化學 3D34 姚卓同 (100.0) 

3D22 譚敏姿 (100.0) 

3D26 曾令曦 (100.0) 

3D15 梁志剛 (100.0) 

3D35 俞子明 (100.0) 

3D25 曾廣通 (100.0) 

3C11 許嘉舜 (100.0) 

3D20 麥子健 (99.0) 3D11 林潔螢 (98.0) 3B30 溫曉穎 (97.0) 

3C32 黃子健 (97.0) 

3D10 黎耀朗 (96.0) 

3D17 羅曉琳 (96.0) 

中國歷史 3D04 范智文 (86.0) 3B35 楊子晴 (85.0) 3C32 黃子健 (84.0) 3D26 曾令曦 (79.0) 

3D15 梁志剛 (79.0) 

3D09 賴港龍 (75.0) 

3D11 林潔螢 (75.0) 

中國語文 3D26 曾令曦 (164.3) 3D22 譚敏姿 (158.3) 3C31 黃健譽 (156.5) 3D19 麥俊豪 (155.3) 3D13 李鍵廷 (153.9) 

普通電腦科 3A16 劉建明 (48.0) 3A02 陳祖諾 (47.0) 3A20 盧柏銘 (46.0) 3A10 馮嘉偉 (45.0) 3A04 陳家欣 (44.0) 

3A14 林俊源 (44.0) 



3A26 譚志聰 (44.0) 

設計與科技 3C01 蔡靜雯 (49.0) 

3D23 田小凝 (49.0) 

3D33 葉泳程 (48.0) 

3D02 張冠榕 (48.0) 

3D26 曾令曦 (47.0) 

3B31 黃柏誠 (47.0) 

3C36 張汶鋒 (47.0) 

3A21 莫穎賢 (46.0) 

3D08 江舒詩 (46.0) 

3A28 蔡杜娜 (46.0) 

3D01 張冠勝 (46.0) 

3C12 龔靜欣 (45.0) 

3D09 賴港龍 (45.0) 

3D30 王昊申 (45.0) 

3A01 陳枳錡 (45.0) 

英國語文 3D22 譚敏姿 (172.7) 3D13 李鍵廷 (171.7) 3D26 曾令曦 (171.6) 3D31 黃毅聰 (165.9) 3D15 梁志剛 (158.8) 

倫理/宗教教育 3D17 羅曉琳 (96.0) 3D22 譚敏姿 (93.0) 3D18 麥?華 (86.0) 

3A16 劉建明 (86.0) 

3D11 林潔螢 (83.0) 3A17 梁晉禧 (82.0) 

地理 3D26 曾令曦 (100.0) 

3D15 梁志剛 (100.0) 

3D02 張冠榕 (100.0) 

3D13 李鍵廷 (96.0) 3C32 黃子健 (95.0) 

3D35 俞子明 (95.0) 

3D20 麥子健 (94.0) 3D04 范智文 (93.0) 

3D34 姚卓同 (93.0) 

3D31 黃毅聰 (93.0) 

歷史 3D13 李鍵廷 (94.0) 

3D15 梁志剛 (94.0) 

3C11 許嘉舜 (94.0) 

3C32 黃子健 (93.0) 3D34 姚卓同 (91.0) 

3D20 麥子健 (91.0) 

3D26 曾令曦 (91.0) 

3B24 吳芷霖 (90.0) 3D04 范智文 (89.0) 

3B11 許嘉豪 (89.0) 

家政 3C14 林嘉儀 (48.0) 3B14 林曉晴 (47.0) 3A13 許樂文 (46.0) 

3A17 梁晉禧 (46.0) 

3D17 羅曉琳 (46.0) 

3B26 潘凱婷 (45.0) 3C37 朱潤萍 (44.0) 

3C29 朱嘉俊 (44.0) 

數學 3D34 姚卓同 (196.0) 3D20 麥子健 (193.0) 3D13 李鍵廷 (187.0) 3D26 曾令曦 (186.0) 3D25 曾廣通 (181.0) 

音樂 3D34 姚卓同 (45.0) 3D23 田小凝 (44.0) 3D21 白俠敏 (42.0) 

3D28 徐梓瑜 (42.0) 

3D22 譚敏姿 (41.0) 

3D03 鍾惠慈 (41.0) 

3C07 鄭贊煒 (40.0) 

3D18 麥?華 (40.0) 

3C37 朱潤萍 (40.0) 

3B26 潘凱婷 (40.0) 

3D27 曾子峰 (40.0) 

3B35 楊子晴 (40.0) 

3D08 江舒詩 (40.0) 

3D17 羅曉琳 (40.0) 

體育課 3A10 馮嘉偉 (50.0) 

3C23 潘文浩 (50.0) 

3D34 姚卓同 (49.0) 3D03 鍾惠慈 (48.0) 3C04 陳兆基 (47.0) 

3C29 朱嘉俊 (47.0) 

3A14 林俊源 (46.0) 

3D33 葉泳程 (46.0) 



3D28 徐梓瑜 (47.0) 3A34 張柏林 (46.0) 

3A05 陳鈞鎧 (46.0) 

物理 3C11 許嘉舜 (96.0) 3D26 曾令曦 (92.0) 3B35 楊子晴 (88.0) 3C19 李匡盛 (86.0) 3A12 何蕊言 (85.0) 

3D13 李鍵廷 (85.0) 

3B21 盧嘉希 (85.0) 

普通話 3D34 姚卓同 (98.4) 3D08 江舒詩 (97.6) 3B23 伍嘉裕 (96.8) 3D21 白俠敏 (96.0) 

3D17 羅曉琳 (96.0) 

3D18 麥?華 (95.2) 

視覺藝術 3C35 袁善濠 (40.0) 3C29 朱嘉俊 (39.0) 

3D23 田小凝 (39.0) 

3D05 何仲賢 (38.0) 

3D02 張冠榕 (38.0) 

3C09 趙芝薇 (36.0) 

3B14 林曉晴 (36.0) 

3A19 李文昊 (36.0) 

3C36 張汶鋒 (36.0) 

3D01 張冠勝 (36.0) 

3D34 姚卓同 (35.0) 

3C12 龔靜欣 (35.0) 

3D11 林潔螢 (35.0) 

3A21 莫穎賢 (35.0) 

3B25 彭計健 (35.0) 

3C28 曾蔚婷 (35.0) 

3C24 沈育頡 (35.0) 

中四級 2014-2015 年度下學期考試 

科目 全級第一 全級第二 全級第三 全級第四 全級第五 

藝術發展 4A15 劉?賢 (48.0) 4B31 葉志健 (47.0) 

4B06 方艾宇 (47.0) 

4B04 鄭丞亨 (46.0) 4D07 張海恒 (45.0) 

4B14 李慧 (45.0) 

4D28 吳庭慷 (44.0) 

4A40 姚樂怡 (44.0) 

4A32 黃倩恆 (44.0) 

4A19 李梓鈴 (44.0) 

4A02 張佩茵 (44.0) 

4A08 黃麗妙 (44.0) 

生物 4A19 李梓鈴 (73.0) 4A10 郭俊傑 (65.0) 4A30 謝沛珊 (61.0) 

4A18 羅偉民 (61.0) 

4A32 黃倩恆 (60.0) 4B28 黃傑鳴 (55.0) 

4D04 陳子軒 (55.0) 

4A25 吳承原 (55.0) 

化學 4A30 謝沛珊 (75.0) 4A29 唐智滿 (71.0) 4A27 鄧裕樺 (69.0) 4A04 朱衍澄 (67.0) 4C30 游頌恩 (65.0) 



4A25 吳承原 (75.0) 4A24 呂?昌 (67.0) 4A08 黃麗妙 (65.0) 

中國歷史 4A07 關淑柔 (70.7) 4A41 余嘉揚 (64.8)    

中國語文 4A07 關淑柔 (55.9) 4A23 廖文婷 (55.1) 4A08 黃麗妙 (54.4) 4A19 李梓鈴 (53.4) 4A30 謝沛珊 (51.0) 

中國文學 4A01 陳寶儀 (67.0) 4A26 蕭焯梅 (59.0) 4A08 黃麗妙 (53.0)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4A20 梁嘉詠 (84.0) 4A33 黃悅雅 (75.0) 

4A22 梁倩兒 (75.0) 

4A23 廖文婷 (74.0) 4A36 楊素雲 (71.0) 4A09 鄺嘉琳 (63.0) 

經濟 4A19 李梓鈴 (84.0) 4C04 張海豪 (82.0) 4A32 黃倩恆 (81.0) 4A23 廖文婷 (77.0) 4A36 楊素雲 (72.0) 

英國語文 4A03 張淑婷 (80.5) 4A37 楊子浚 (77.0) 4A19 李梓鈴 (74.3) 4A23 廖文婷 (72.4) 4A30 謝沛珊 (71.4) 

倫理/宗教教育 4C31 游寶華 (89.0) 4C19 沈可兒 (86.0) 

4D05 鄭廷威 (86.0) 

4A09 鄺嘉琳 (83.0) 4D06 張彩怡 (82.0) 4C18 魏寶儀 (79.0) 

4D33 黃詠霖 (79.0) 

4A03 張淑婷 (79.0) 

4C13 李炯輝 (79.0) 

地理 4A09 鄺嘉琳 (76.0) 4A20 梁嘉詠 (75.0) 4A07 關淑柔 (68.0) 4A01 陳寶儀 (62.0) 4A22 梁倩兒 (60.0) 

數學 

（必修部分） 

4A19 李梓鈴 (81.0) 4A09 鄺嘉琳 (76.0) 4A27 鄧裕樺 (74.0) 4A07 關淑柔 (73.0) 4A08 黃麗妙 (72.0) 

歷史 4A03 張淑婷 (59.0) 4C01 陳嘉輝 (54.0) 

4C08 黎鴻德 (54.0) 

4A13 林鐃程 (54.0) 

   

數學 

（延伸部分） 

4A09 鄺嘉琳 (79.0) 4A28 田集文 (61.0) 4A34 胡昇豪 (52.0) 4A25 吳承原 (50.0)  

通識教育 4B34 林宣彤 (74.0) 4A07 關淑柔 (71.0) 

4B12 林煒杰 (71.0) 

4B18 盧雅麗 (69.0) 

4B13 李浩倫 (69.0) 

4A36 楊素雲 (67.0) 

4B31 葉志健 (67.0) 

4A02 張佩茵 (67.0) 

4D07 張海恒 (67.0) 

4A19 李梓鈴 (66.0) 

4B17 林曉彤 (66.0) 

體育課 4C23 曾文金 (47.0) 4A20 梁嘉詠 (45.0) 

4A31 董嘉豪 (45.0) 

4D15 郭浩庭 (45.0) 

4A38 葉珊珊 (44.0) 

4A19 李梓鈴 (44.0) 

4A33 黃悅雅 (43.0) 

4C30 游頌恩 (43.0) 

4A37 楊子浚 (43.0) 

4B29 王廷輝 (43.0) 

4D28 吳庭慷 (42.0) 

4C19 沈可兒 (42.0) 

4D03 陳?霖 (42.0) 

4D02 陳晉耀 (42.0) 



4C13 李炯輝 (43.0) 

4A24 呂?昌 (43.0) 

4B06 方艾宇 (42.0) 

4B11 郭家? (42.0) 

4D25 梁達銀 (42.0) 

物理 4A34 胡昇豪 (76.0) 

4A29 唐智滿 (76.0) 

4A28 田集文 (72.0) 

4A05 蔡倩欣 (72.0) 

4A27 鄧裕樺 (70.0) 4B05 鄭廷國 (67.0) 4A04 朱衍澄 (64.0) 

旅遊與款待 4C14 文曉琳 (76.0) 

4A38 葉珊珊 (76.0) 

4A40 姚樂怡 (75.0) 

4D22 利翠銣 (75.0) 

4C06 周允桐 (73.0) 

4C12 李晴 (73.0) 

4D29 孫虹 (64.0) 4C20 蕭子汶 (59.0)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17 劉乙潁 (68.0) 4B22 潘建仲 (51.0)    

視覺藝術 4A38 葉珊珊 (75.0) 4C19 沈可兒 (74.0) 4C20 蕭子汶 (73.0) 4C10 賴嘉豪 (64.0) 4C31 游寶華 (57.0) 

4C11 林映彤 (57.0) 

創新產品設計 4A30 謝沛珊 (81.0) 4C32 丘兆天 (80.0) 4C07 鄺偉銘 (74.0) 4C10 賴嘉豪 (72.0) 

4C04 張海豪 (72.0) 

4C30 游頌恩 (70.0) 

4A05 蔡倩欣 (70.0) 

中五級 2014-2015 年度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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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發展 5B09 葉志雄 (45.0) 

5E12 辜紫盈 (45.0) 

5A09 黎淑怡 (45.0) 

5A17 李志東 (45.0) 

5D22 呂家豪 (45.0) 

5B21 麥雅詩 (45.0) 

5A33 曾家歡 (45.0) 

5B30 葉恒 (45.0) 

5B31 葉海嵐 (45.0) 

5B08 韓駿浩 (45.0) 

5B10 郭欣 (42.0) 

5C18 連潤誠 (42.0) 

5A16 梁紫淇 (42.0) 

5B15 梁煥桐 (42.0) 

5B18 倫沛琪 (42.0) 

5B20 馬瀅濢 (42.0) 

5B22 譚?詩 (42.0) 

5C23 湯禮彬 (42.0) 

5E27 衛昕鈴 (42.0) 

5D24 孫雪燕 (42.0) 

5D05 陳藝莎 (42.0) 

5B04 張思萍 (42.0) 

5D11 林梓浩 (40.0) 

5C11 江鈞泰 (40.0) 

5A08 郭文匡 (40.0) 

5C13 鄺詠儀 (40.0) 

5C14 鄺彥桁 (40.0) 

5A10 林曉諾 (40.0) 

5E19 李達恒 (40.0) 

5E13 林可恩 (40.0) 

5B11 林潔誼 (40.0) 

5E16 林韻詩 (40.0) 

5A11 劉長煒 (40.0) 

5D13 劉鍵明 (40.0) 

5B33 翟俊濤 (35.0) 

5E11 何世文 (35.0) 

 



5E07 趙玉林 (42.0) 

5D10 高翊峰 (42.0) 

5D02 陳鎂倩 (42.0) 

5D03 陳思儀 (42.0) 

5D04 陳曹志 (42.0) 

5E03 鄭康年 (42.0) 

5E04 張卓軒 (42.0) 

5D33 翁采妮 (42.0) 

5E06 張皓 (42.0) 

5B05 張為 (42.0) 

5B06 馮麗兒 (42.0) 

5B07 馮梓潼 (42.0) 

5E15 林佩蓉 (42.0) 

5E17 劉耀承 (40.0) 

5A12 利駿東 (40.0) 

5C16 李浩天 (40.0) 

5A13 李安瑩 (40.0) 

5E18 李鍶賢 (40.0) 

5D15 李梓麟 (40.0) 

5A14 李華渡 (40.0) 

5B13 李宜臻 (40.0) 

5B14 梁俊賢 (40.0) 

5D16 梁子俊 (40.0) 

5C17 梁永強 (40.0) 

5D17 李愷傑 (40.0) 

5D18 李宇豪 (40.0) 

5B16 連冠驊 (40.0) 

5B17 林怡萍 (40.0) 

5E20 勞應亮 (40.0) 

5B19 馬楚汶 (40.0) 

5E21 馬天明 (40.0) 

5E22 麥煒康 (40.0) 

5E24 吳佳鋮 (40.0) 

5E25 吳一凡 (40.0) 

5A24 潘燿暉 (40.0) 

5A25 冼亮妍 (40.0) 

5D23 蕭梓軒 (40.0) 

5C20 蕭銳明 (40.0) 

5A26 蘇詠珩 (40.0) 

5C22 鄧?灝 (40.0) 

5D25 鄧勝波 (40.0) 



5A27 鄧若毅 (40.0) 

5C02 陳巧妹 (40.0) 

5D26 曾浩揚 (40.0) 

5D27 曾金淇 (40.0) 

5C24 曾碧彤 (40.0) 

5C25 曾少芳 (40.0) 

5C29 王嘉寶 (40.0) 

5C26 謝凱松 (40.0) 

5B23 謝敏玲 (40.0) 

5A22 羅楚婷 (40.0) 

5C27 魏家欣 (40.0) 

5A05 蔡嘉華 (40.0) 

5E28 黃澤庭 (40.0) 

5C28 黃振文 (40.0) 

5E29 王浩賢 (40.0) 

5D28 王嘉力 (40.0) 

5C30 黃嘉源 (40.0) 

5A29 黃啟樺 (40.0) 

5A30 王美鈴 (40.0) 

5D29 黃鍵 (40.0) 

5A19 李曉君 (40.0) 

5D30 黃健誠 (40.0) 

5B25 黃明慧 (40.0) 

5D31 王詩穎 (40.0) 

5C31 黃溢嶸 (40.0) 

5D32 胡家樂 (40.0) 

5B26 謝錦標 (40.0) 

5C32 謝添寅 (40.0) 



5A31 許國浩 (40.0) 

5B27 葉梓峰 (40.0) 

5B28 楊田娜 (40.0) 

5E31 葉鎮賢 (40.0) 

5D12 林穎彤 (40.0) 

5B32 余維全 (40.0) 

5D21 羅偉健 (40.0) 

5E01 陳靖皞 (40.0) 

5B29 楊偉貞 (40.0) 

5A07 古穎豪 (40.0) 

5B12 李婷湘 (40.0) 

5A18 李俊業 (40.0) 

5A20 凌浩鳴 (40.0) 

5B02 陳寶儀 (40.0) 

5A15 梁思敏 (40.0) 

5A28 蔡慧怡 (40.0) 

5A32 余駿樂 (40.0) 

5B01 陳浩霖 (40.0) 

5A01 陳綽詠 (40.0) 

5D01 陳嘉偉 (40.0) 

5A02 陳潔鈴 (40.0) 

5A03 陳文廷 (40.0) 

5D06 張庭堅 (40.0) 

5C05 張伊嵐 (40.0) 

5A23 吳佩鈞 (40.0) 

5B03 陳潤楠 (40.0) 

5E02 鄭晉 (40.0) 

5C04 張萃華 (40.0) 



5C19 潘偲 (40.0) 

5C10 馮惠儀 (40.0) 

5D19 林媛 (40.0) 

5D07 張宏潤 (40.0) 

5A04 詹天龍 (40.0) 

5C01 陳綺芬 (40.0) 

5C06 錢浩林 (40.0) 

5C07 蔡佩甄 (40.0) 

5E14 林嘉琪 (40.0) 

5E08 周曉婷 (40.0) 

5C08 馮桂滔 (40.0) 

5C09 馮銘森 (40.0) 

5A06 何紀瑩 (40.0) 

5D08 何敏瑩 (40.0) 

5B24 翁伊凡 (40.0) 

5D09 何子峰 (40.0) 

生物 5B32 余維全 (81.0) 5B18 倫沛琪 (70.0) 5B06 馮麗兒 (67.0) 5B16 連冠驊 (64.0) 5B12 李婷湘 (61.0) 

中國歷史 5B15 梁煥桐 (59.2)     

中國語文 5B15 梁煥桐 (56.5) 5E14 林嘉琪 (56.3) 5B30 葉恒 (55.0) 5B32 余維全 (54.5) 5D07 張宏潤 (53.7) 

中國文學 5B15 梁煥桐 (55.0)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5B20 馬瀅濢 (74.0) 5A17 李志東 (73.0) 5A02 陳潔鈴 (70.0) 5A24 潘燿暉 (61.0) 5D05 陳藝莎 (59.0) 

經濟 5B19 馬楚汶 (63.0) 

5B29 楊偉貞 (63.0) 

5D33 翁采妮 (63.0) 

5B09 葉志雄 (60.0) 

5A17 李志東 (60.0) 

5B08 韓駿浩 (58.0) 5A19 李曉君 (57.0) 5B20 馬瀅濢 (54.0) 

5A24 潘燿暉 (54.0) 

英國語文 5B32 余維全 (71.2) 5B27 葉梓峰 (69.6) 5B21 麥雅詩 (67.9) 5B26 謝錦標 (67.3) 5A01 陳綽詠 (66.4) 

倫理/宗教教育 5B20 馬瀅濢 (90.0) 5B15 梁煥桐 (87.0) 5C02 陳巧妹 (86.0) 5B30 葉恒 (82.0) 5C32 謝添寅 (79.0) 

地理 5B32 余維全 (79.0) 5B30 葉恒 (67.0) 5B07 馮梓潼 (61.0) 5B18 倫沛琪 (59.0) 5B14 梁俊賢 (57.0) 



5A28 蔡慧怡 (59.0) 

5B06 馮麗兒 (59.0) 

組合科學 

（生物，化學） 

5B26 謝錦標 (68.0) 5D08 何敏瑩 (53.0)    

數學（必修部分） 5D12 林穎彤 (89.0) 5B17 林怡萍 (83.0) 5C19 潘偲 (81.0) 5D05 陳藝莎 (75.0) 5A24 潘燿暉 (65.0) 

5B29 楊偉貞 (65.0) 

5D33 翁采妮 (65.0) 

歷史 5B04 張思萍 (68.0) 5A13 李安瑩 (61.0) 5D18 李宇豪 (60.0) 

5E03 鄭康年 (60.0) 

5D27 曾金淇 (57.0) 5A06 何紀瑩 (56.0) 

組合科學 

（化學，物理） 

5D33 翁采妮 (64.0) 5C19 潘偲 (57.0) 5B16 連冠驊 (52.0) 

5B17 林怡萍 (52.0) 

  

數學 

（延伸部分） 

5B17 林怡萍 (54.0)     

通識教育 5B15 梁煥桐 (72.0) 5D26 曾浩揚 (71.0) 5B30 葉恒 (70.0) 

5D33 翁采妮 (70.0) 

5C01 陳綺芬 (70.0) 

5E14 林嘉琪 (70.0) 

5E07 趙玉林 (68.0) 5D24 孫雪燕 (66.0) 

體育課 5B01 陳浩霖 (47.0) 5C18 連潤誠 (45.0) 

5D16 梁子俊 (45.0) 

5D04 陳曹志 (45.0) 

5B18 倫沛琪 (44.0) 

5B23 謝敏玲 (44.0) 

5C11 江鈞泰 (43.0) 

5B10 郭欣 (43.0) 

5E17 劉耀承 (43.0) 

5A14 李華渡 (43.0) 

5B14 梁俊賢 (43.0) 

5B21 麥雅詩 (43.0) 

5E24 吳佳鋮 (43.0) 

5A24 潘燿暉 (43.0) 

5D23 蕭梓軒 (43.0) 

5B32 余維全 (43.0) 

5A20 凌浩鳴 (43.0) 

5D11 林梓浩 (42.0) 

5B13 李宜臻 (42.0) 

5D32 胡家樂 (42.0) 

5B26 謝錦標 (42.0) 

5D21 羅偉健 (42.0) 

5D09 何子峰 (42.0) 



5D01 陳嘉偉 (43.0) 

5E04 張卓軒 (43.0) 

5D33 翁采妮 (43.0) 

創新產品設計 5B30 葉恒 (79.0) 5D19 林媛 (76.0) 

5B08 韓駿浩 (76.0) 

5B31 葉海嵐 (69.0) 5B20 馬瀅濢 (68.0) 

5B02 陳寶儀 (68.0) 

5B21 麥雅詩 (67.0) 

5B25 黃明慧 (67.0) 

5B28 楊田娜 (67.0) 

5C01 陳綺芬 (67.0) 

旅遊與款待 5A28 蔡慧怡 (86.1) 5E14 林嘉琪 (71.7) 5A23 吳佩鈞 (71.3) 5B21 麥雅詩 (70.0) 5A16 梁紫淇 (69.6) 

資訊及通訊科技 5B27 葉梓峰 (90.0) 5D01 陳嘉偉 (78.0) 5D13 劉鍵明 (76.0) 5C09 馮銘森 (74.0) 5A08 郭文匡 (73.0) 

5D32 胡家樂 (73.0) 

視覺藝術 5B30 葉恒 (84.0) 5B31 葉海嵐 (79.0) 5C24 曾碧彤 (58.0) 5A02 陳潔鈴 (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