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全級最優前三名名單 

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S   1 姚李慶燾 (S.1B) 潘詠妍 (S.1D) 林 昊 (S.1A) 

S   2 江裕彤 (S.2A) 史宇洋 (S.2A) 劉健麗 (S.2A) 

S   3 楊淨雯 (S.3A) 李子晴 (S.3A) 叶穎霖 (S.3A) 

S   4  李卓峯 (S.4D) 李芷霖 (S.4D) 羅鈞勇 (S.4D) 

S   5  何焯然 (S.5D) 吳思思 (S.5C) 何應婷 (S.5D)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全班一、二、三名名單 

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S. 1A 林 昊 曾國熙 張榮漢 

S. 1B 姚李慶燾 施朗衡 賴立兒 

S. 1C 伍星顯 黎若南 黃尚銘 

S. 1D 潘詠妍 陳穎嫻 何晴欣 

S. 2A 江裕彤 史宇洋 劉健麗 

S. 2B 廖梓琳 李家豪 陳恩惠 

S. 2C 黃偉豪 劉進賢 葉嘉洛 

S. 2D 吳熙城 周晓雅 熊嘉琳 

S. 3A 楊淨雯 李子晴 叶穎霖 

S. 3B 李子祺 林瑞麒 杜智衡 

S. 3C 吳世杰 葉權鋒 譚錦權 

S. 3D 李曉鈞 高俊然 鄧偉鋒 

S. 4A 李若彤 翁 晗 陳林烽 

S. 4B 黃淑瑜 丁泳錡 陳思穎 

S. 4C 鄭貫聰 莊汶澍 任朗廷 

S. 4D 李卓峯 李芷霖 羅鈞勇 

S. 5A 魏靜旋 謝少淇 潘兆朗 

S. 5B 曾廣權 彭靖婷 羅日怡 

S. 5C 吳思思 何嘉俊 何勝暉 

S. 5D 何焯然 何應婷 吳雅芳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優異生及優良生名單 

優異生： 姚李慶燾(S.1B) 史宇洋 (S.2A) 劉健麗 (S.2A) 楊淨雯 (S.3A) 李子晴 (S.3A)

 叶穎霖 (S.3A) 翟婧童 (S.3A) 陳澤鋒 (S.3A) 何匯賢 (S.3A) 林綺慧 (S.3A)

 胡卓然 (S.3A)     

優良生： 潘詠妍 (S.1D) 林 昊 (S.1A) 姚竹虹 (S.2A) 許凱華 (S.2A) 楊佳雲 (S.2A)

 王芷盈 (S.2A) 黃潁嵐 (S.3A) 黃浩傑 (S.3A) 柯錦宏 (S.3A) 何明晉 (S.3A)

 周彥希 (S.3A) 劉俊威 (S.3A) 李俊昇 (S.3A) 李卓峯 (S.4D)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各科成績優異獎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文 (第一名) 賴立兒 (S.1B) 
姚李慶燾 (S.1B) 
黎若南 (S.1C) 

陳可盈 (S.2A)
楊佳雲 (S.2A)

翟婧童 (S.3A)
李子祺 (S.3B)

楊賢澤 (S.4D) 吳思思 (S.5C) 

(第二名) / / / 譚以行 (S.4D) 梁嘉欣 (S.5C) 
何應婷 (S.5D) 

(第三名) / 江裕彤 (S.2A)
劉健麗 (S.2A)
周晓雅 (S.2D)

林綺慧 (S.3A)
叶穎霖 (S.3A)

林珍妍 (S.4C) 
崔曉藍 (S.4D) 
郭梓澄 (S.4D) 
黃妙詩 (S.4D) 

/ 

英文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黃冠霖 (S.2A) 楊淨雯 (S.3A) 李若彤 (S.4A) 陳淑婷 (S.5D) 
范錦怡 (S.5D) 
李學勤 (S.5D) 

(第二名) 陳德軒 (S.1C) 香卓瑩 (S.2A)
吳梓聰 (S.2B)

李子晴 (S.3A) 劉瀛峰 (S.4B) 
 

/ 

(第三名) 湛家軒 (S.1B) / 何匯賢 (S.3A)
胡卓然 (S.3A)

李浩生 (S.4C) / 

數學 (第一名) 潘詠妍 (S.1D) 史宇洋 (S.2A) 柯錦宏 (S.3A)
胡卓然 (S.3A)

李卓峯 (S.4D) 魏靜旋 (S.5A) 

(第二名) 張榮漢 (S.1A) 劉健麗 (S.2A) / 勞志偉 (S.4D)  
王雲鋒 (S.4D)  

趙國祥 (S.5D) 

(第三名) 伍星顯 (S.1C) 姚竹虹 (S.2A) 叶穎霖 (S.3A) / 陳俊源 (S.5D) 
數學(M1) (第一名)    勞志偉 (S.4D) 趙國祥 (S.5D) 

(第二名)    李芷霖 (S.4D) 廖子健 (S.5D) 
(第三名)    李卓峯 (S.4D) 

邱奕皓 (S.4D) 
潘兆朗 (S.5A) 

物理 (第一名)    李卓峯 (S.4D) 魏靜旋 (S.5A) 
 (第二名)    鄭貫聰 (S.4C) 陳俊源 (S.5D) 
 (第三名)    王雲鋒 (S.4D) 

邱奕皓 (S.4D) 
許浩榮 (S.5D) 
 

化學 (第一名)    李卓峯 (S.4D) 魏靜旋 (S.5A) 
 (第二名)    鄭貫聰 (S.4C) 何嘉俊 (S.5C) 
 (第三名)    崔曉藍 (S.4D) 越子傑 (S.5D) 

生物 (第一名)    羅鈞勇 (S.4D) 
黃妙詩 (S.4D) 
楊賢澤 (S.4D) 

吳雅芳 (S.5D) 

 (第二名)    / 何嘉俊 (S.5C) 
范錦怡 (S.5D) 

 (第三名)    / / 
中國歷史 (第一名) 林 昊 (S.1A) 史宇洋 (S.2A) 何傑鴻 (S.3A) 陳沛丞 (S.4C) 吳思思 (S.5C) 

 (第二名) 施嘉謙 (S.1D) 黃偉豪 (S.2C) 何傑滔 (S.3A)
  

賴錦龍 (S.4B) 何應婷 (S.5D) 

(第三名) 姚李慶燾 (S.1B) 
陳學聰 (S.1C) 

許凱華 (S.2A)
劉尚臻 (S.2A)

陳澤鋒 (S.3A)
叶穎霖 (S.3A)

丘雅詩 (S.4C) 何焯然 (S.5D) 

歷史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楊佳雲 (S.2A) 翟婧童 (S.3A) 李儀婷 (S.4D) 何焯然 (S.5D) 
(第二名) 林 昊 (S.1A) 史宇洋 (S.2A) 何傑滔 (S.3A) 崔曉藍 (S.4D) 黃詩琪 (S.5D) 
(第三名) 劉希浚 (S.1A) 陳可盈 (S.2A)

江裕彤 (S.2A)
黃偉豪 (S.2C)

陳澤鋒 (S.3A)
何匯賢 (S.3A)
楊淨雯 (S.3A)

楊賢澤 (S.4D) 
 

陳淑琳 (S.5D) 

地理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史宇洋 (S.2A) 陳澤鋒 (S.3A)
楊淨雯 (S.3A)

李芷霖 (S.4D) 吳思思 (S.5C) 

(第二名) 伍星顯 (S.1C) 
袁浚明 (S.1D) 

劉健麗 (S.2A)
 

/ 李儀婷 (S.4D) 陳潔雯 (S.5D) 

(第三名) / 王芷盈 (S.2A) 何傑鴻 (S.3A)
何匯賢 (S.3A)
叶穎霖 (S.3A)

羅鈞勇 (S.4D) 唐巧如 (S.5D)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各科成績優異獎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電腦 (第一名) 潘詠妍 (S.1D) 黃冠霖 (S.2A) 黃潁嵐 (S.3A) 楊賢澤 (S.4D) 許浩榮 (S.5D)

(第二名) 林 昊 (S.1A) 姚竹虹 (S.2A) 黃浩傑 (S.3A) 林 進 (S.4D) 
勞志偉 (S.4D) 

曾廣權 (S.5B)

(第三名) 姚浩民 (S.1A) 盧桌燃 (S.2A) 陳澤鋒 (S.3A)
翟婧童 (S.3A)

/ 梁天成 (S.5C)
陳志成 (S.5D)

經濟 (第一名)    郭梓澄 (S.4D) 黎 諾 (S.5D)

 (第二名)    王雲鋒 (S.4D) 莫書維 (S.5D)

 (第三名)    黃詠心 (S.4D) 何應婷 (S.5D)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第一名) 

   李芷霖 (S.4D) 吳雅芳 (S.5D)

 (第二名)    梁展勝 (S.4D) 顏著穎 (S.5D)

 (第三名)    郭梓澄 (S.4D) 何勝暉 (S.5C)

旅遊與款待(第一名)    黃敏詩 (S.4B)  

 (第二名)    陳林烽 (S.4A) 
吳梓揚 (S.4C) 

 

 (第三名)    /  

公民與社會發展 
(第一名) 

   譚以行 (S.4D)  

 (第二名)    李芷霖 (S.4D)  

 (第三名)    李儀婷 (S.4D)  

通識教育 (第一名)     何焯然 (S.5D)

 (第二名)     廖子健 (S.5D)

 (第三名)     吳思思 (S.5C)

生活與社會(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陳可盈 (S.2A)
黃偉豪 (S.2C)

何匯賢 (S.3A)   

 (第二名) 林 昊 (S.1A) / 翟婧童 (S.3A)   
 (第三名) 黎若南 (S.1C) 史宇洋 (S.2A) 李子晴 (S.3A)

叶穎霖 (S.3A)
  

科學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史宇洋 (S.2A) 李子晴 (S.3A)   
 (第二名) 黃尚銘 (S.1C) 姚竹虹 (S.2A) 叶穎霖 (S.3A)   
 (第三名) 曾國熙 (S.1A) 許凱華 (S.2A) 翟婧童 (S.3A)   

視藝 (第一名) 黃信翹 (S.1A) 李穎詩 (S.2B) 梁東煜 (S.3A)
鍾銘傑 (S.3D)

  

 (第二名) 許曉昕 (S.1A)  
譚慧琦 (S.1D) 

張雅燕 (S.2A)
江裕彤 (S.2A)
曾家圓 (S.2A)

/   

 (第三名) / / 陳澤鋒 (S.3A)
盧嘉善 (S.3B)
黃敏姿 (S.3B)
羅敏姿 (S.3C)
葉紫棱 (S.3D)

  

音樂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江裕彤 (S.2A) 黃浩傑 (S.3A)   

 (第二名) 潘詠妍 (S.1D)  戴昕玥 (S.2A) 陳澤鋒 (S.3A)   
 (第三名) 洪穎鏇 (S.1A) 鄺啟然 (S.2A)

姚竹虹 (S.2A)
鄭嘉琪 (S.2C)

何傑鴻 (S.3A)   

體育 (第一名) 呂書權 (S.1A) 
張雨晴 (S.1B) 

陳恩惠 (S.2B) 林綺慧 (S.3A) 麥進希 (S.4A) 
陳嘉鍵 (S.4C) 

李宗憲 (S.5A)

 (第二名) / 劉希彤 (S.2A)
姚竹虹 (S.2A)

何傑鴻 (S.3A) / 蔡瑞煒 (S.5A)

 (第三名) 黃子軒 (S.1B) / 陳澤鋒 (S.3A)
葉威浩 (S.3A)
梁子榮 (S.3C)
尹駿濠 (S.3C)

張綺珊 (S.4D) 
黃富琳 (S.4D) 
鄧卓欣 (S.4D) 
黃妙詩 (S.4D) 

張稀琳 (S.5D)

 



2021-2022 年度全學年各科成績優異獎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普通話 (第一名) 鄭嘉軒 (S.1B) 江裕彤 (S.2A) 李子祺 (S.3B)   

 (第二名) 黃曉龍 (S.1C) 姚竹虹 (S.2A) 翟婧童 (S.3A)   
(第三名) 潘詠妍 (S.1D) 

譚灼彬 (S.1D) 
史宇洋 (S.2A)
曾家圓 (S.2A)

黃潁嵐 (S.3A)   

宗教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江裕彤 (S.2A) 翟婧童 (S.3A) 陳林烽 (S.4A) 潘凱忻 (S.5B)

 (第二名) 林 昊 (S.1A) 
陳穎嫻 (S.1D) 

姚竹虹 (S.2A) 李 偉 (S.3A) 丁泳錡 (S.4B) 謝少淇 (S.5A)

 (第三名) / 鄺啟然 (S.2A) 陳澤鋒 (S.3A)
黃潁嵐 (S.3A)

蔡瑞潼 (S.4A) 張稚鑫 (S.5A)
余銘茵 (S.5C)

家政 (第一名) 潘詠妍 (S.1D) 江裕彤 (S.2A) 陳澤鋒 (S.3A)   

 (第二名) 黎若南 (S.1C) 許凱華 (S.2A) 黃慧俐 (S.3A)   
 (第三名) 林 昊 (S.1A) 

何晴欣 (S.1D) 
張雅燕 (S.2A)
姚竹虹 (S.2A)

翟婧童 (S.3A)   

科技 (第一名) 姚李慶燾 (S.1B) 戴昕玥 (S.2A) 陳澤鋒 (S.3A)   

 (第二名) 林錦香 (S.1B) 曾家圓 (S.2A) 趙沛鋒 (S.3A)   
 (第三名) 曾國熙 (S.1A) 江裕彤 (S.2A) 吳子浩 (S.3A)   

 

 

 

2021-2022 年度應用學習優異獎 

電腦遊戲設計： 劉碧君 (S.4A) 陳君霖 (S.4C) 

 

 

 

2021-2022 年度第三學期學業成績進步獎(畢業同學會獎學金) 

彭泳思 (S.1B) 陳恩惠 (S.2B) 梁子榮 (S.3C) 趙碩禧 (S.4C) 黎宇軒 (S.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