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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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晴 (S.1B) 楊淨雯 (S.1B) 叶穎霖 (S.1C) 

S   2 崔曉藍 (S.2A) 王雲鋒 (S.2A) 李儀婷 (S.2A) 

S   3 陳俊源 (S.3A) 何應婷 (S.3A) 趙國祥 (S.3A) 

S   4  李詠泰 (S.4D) 黃日童 (S.4D) 歐清漫 (S.4D) 

S   5  方  靜 (S.5D) 付凱文 (S.5D) 李耀恒 (S.5D)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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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東煜 陳兆鋒 何明晉 

S. 1B 李子晴 楊淨雯 李俊昇 

S. 1C 叶穎霖 胡卓然 蔡栢圻 

S. 1D 何傑鴻 黃慧俐 吳子浩 

S. 2A 崔曉藍 王雲鋒 李儀婷 

S. 2B 梁展勝 譚以行 曾慶航 

S. 2C 陸海姍 鄧卓欣 梁鈞翹 

S. 2D 李天愉 周暉杰 陳澤雄 

S. 3A 陳俊源 何應婷 趙國祥 

S. 3B 何勝暉 吳羿宏 謝梓翹 

S. 3C 陳惠美 賴旻謙 謝少淇 

S. 3D 顏著穎 鄺子軒 張稀琳 

S. 4A 盧家敏 郭俊希 劉詠欣 

S. 4B 何  銘 盧文欣 楊汝軒 

S. 4C 胡曉琮 陸海燕 黃智瑩 

S. 4D 李詠泰 黃日童 歐清漫 

S. 5A 黃佩珊 何智恒 葉玉婷 

S. 5B 蔡駿坤 鄺永聰 吳佳淇 

S. 5C 沈家俊 梁錫康 王智堃 

S. 5D 方  靜 付凱文 李耀恒 

 

 

2019-2020 年度全學年優良生名單 

 

優良生: S.1B  李子晴 S.1B 楊淨雯 S.2A  鄭志鳴 S.2A 崔曉藍 S.2A 王雲鋒 

 S.2A 李儀婷 S.3A 陳俊源 S.3A 趙國祥 S.3A  何應婷 S.3A 吳雅芳 

 S.4D  李詠泰 S.4D 黃日童 S.5D 方  靜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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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祺 (S.1A) 王雲鋒 (S.2A) 何應婷 (S.3A) 歐清漫 (S.4D) 洪家曦 (S.5D) 

李耀恒 (S.5D) 

(第二名) 蔡栢圻 (S.1C) 李儀婷 (S.2A) 周俙彤 (S.3A) 
何焯然 (S.3A) 

莫書維 (S.3A) 

黃日童 (S.4D) / 

(第三名) 李海澄 (S.1A) 吳珈筠 (S.2A) / 何  銘 (S.4B) 

郭佩儀 (S.4D) 

李詠泰 (S.4D) 

付凱文 (S.5D) 

英文 (第一名) 李子晴 (S.1B) 劉瀛峰 (S.2D) 周俙彤 (S.3A) 羅文浩 (S.4D) 李俊謙 (S.5D) 

(第二名) 梁東煜 (S.1A) 梁凱竣 (S.2A) 

潘朗楠 (S.2C) 

劉珈言 (S.3A) 歐清漫 (S.4D) 

曾芷瑩 (S.4D) 

洪  瑋 (S.5D) 

(第三名) 楊淨雯 (S.1B) / 范錦怡 (S.3A) 

 

/ 付凱文 (S.5D) 

數學 (第一名) 胡卓然 (S.1C) 鄭志鳴 (S.2A) 

李卓峯 (S.2A) 

陳俊源 (S.3A) 胡曉琮 (S.4C) 方  靜 (S.5D) 

呂俊鵬 (S.5D) 

(第二名) 黃慧俐 (S.1D) / 魏靜旋 (S.3A) 
鄺子軒 (S.3D) 

陳健良 (S.4D) / 

(第三名) 高俊然 (S.1A) 勞志偉 (S.2A) 

黃詠心 (S.2A) 

李天愉 (S.2D) 

/ 何  銘 (S.4B) 彭嘉豪 (S.5B) 

數 學(M1) (第一名)    陳健良 (S.4D) 方  靜 (S.5D) 

(第二名)    李詠泰 (S.4D) 呂俊鵬 (S.5D) 

(第三名)    孔耀榮 (S.4D) 李志堅 (S.5D) 

物理 (第一名)   趙國祥 (S.3A) 李詠泰 (S.4D) 方  靜 (S.5D) 

 (第二名)   陳俊源 (S.3A) 胡曉琮 (S.4C) 呂俊鵬 (S.5D) 

 (第三名)   許浩榮 (S.3A) 

鄺子軒 (S.3D) 

梁敏琪 (S.4D) 林俊達 (S.5C) 

化學 (第一名)   莫書維 (S.3A) 

顏著穎 (S.3D) 

李詠泰 (S.4D) 方  靜 (S.5D) 

 (第二名)   / 梁敏琪 (S.4D) 呂俊鵬 (S.5D) 

 (第三名)   陳俊源 (S.3A) 張嘉駿 (S.4D) 侯子鑌 (S.5D) 

生物 (第一名)   顏著穎 (S.3D) 羅文浩 (S.4D) 侯子鑌 (S.5D) 

 (第二名)   周俙彤 (S.3A) 高千晰 (S.4A) 何咏妍 (S.5D) 

 (第三名)   吳雅芳 (S.3A) 馮建良 (S.4D) 

曾芷瑩 (S.4D) 

李浚杰 (S.5C) 

中國歷史 (第一名) 楊淨雯 (S.1B) 王雲鋒 (S.2A) 何應婷 (S.3A) 曾紀欣 (S.4D) 付凱文 (S.5D) 

 (第二名) 杜智衡 (S.1B) 李儀婷 (S.2A) 何焯然 (S.3A) 柯淵源 (S.4D) 洪家曦 (S.5D) 

(第三名) 何傑鴻 (S.1D) 黃毅弦 (S.2A) 吳雅芳 (S.3A) 賈家荣 (S.4B) 林逸熙 (S.5D) 

歷史 (第一名) 楊淨雯 (S.1B) 崔曉藍 (S.2A) 黃晉彥 (S.3D) 黃日童 (S.4D) 付凱文 (S.5D) 

(第二名) 蔡栢圻 (S.1C) 李儀婷 (S.2A) 

勞志偉 (S.2A) 

王雲鋒 (S.2A) 

翁  晗 (S.3C) 曾紀欣 (S.4D) 李耀恒 (S.5D) 

(第三名) 梁東煜 (S.1A) 

翟婧童 (S.1C) 

/ 何焯然 (S.3A) 

越子傑 (S.3D) 

鄭宇竣 (S.4D) 林逸熙 (S.5D) 

地理 (第一名) 楊淨雯 (S.1B) 崔曉藍 (S.2A) 吳雅芳 (S.3A) 柯淵源 (S.4D) 洪家曦 (S.5D) 

(第二名) 胡卓然 (S.1C) 楊賢澤 (S.2A) 陳潔雯 (S.3A) 

陳穎芝 (S.3A) 

劉嘉美 (S.4D) 郭冬怡 (S.5D) 

曾嘉薇 (S.5D) 

(第三名) 李俊昇 (S.1B) 李儀婷 (S.2A) / 石  欣 (S.4B) /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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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潁嵐 (S.1C) 邱奕皓 (S.2A) 陳俊源 (S.3A) 孔耀榮 (S.4D) 黃穎怡 (S.5D) 

(第二名) 潘浩賢 (S.1B) 勞志偉 (S.2A) 許浩榮 (S.3A) 歐清漫 (S.4D) 李俊謙 (S.5D) 

(第三名) 吳子浩 (S.1D) 游舒蓉 (S.2B) 陳志成 (S.3D) 馮世華 (S.4D) 李志堅 (S.5D) 

經濟 (第一名)    歐清漫 (S.4D) 何沅霖 (S.5D) 

 (第二名)    鄭紫晴 (S.4D) 

郭佩儀 (S.4D) 

鄺永聰 (S.5B) 

 (第三名)    / 何紫欣 (S.5C)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第一名) 

   黃日童 (S.4D) 何咏妍 (S.5D) 

 (第二名)    廖心馨 (S.4C) 
郭佩儀 (S.4D) 

沈家俊 (S.5C) 

 (第三名)    / 劉穎恒 (S.5D) 

李耀恒 (S.5D) 

通識教育 (第一名)   黃詩琪 (S.3A) 曾紀欣 (S.4D) 

黃日童 (S.4D) 

黃穎怡 (S.5D) 

 (第二名)   周俙彤 (S.3A) 

范錦怡 (S.3A) 

唐巧如 (S.3A) 

/ 李耀恒 (S.5D) 

 (第三名)   / 李詠泰 (S.4D) 付凱文 (S.5D) 

生活與社會(第一名) 蔡栢圻 (S.1C) 

 

崔曉藍 (S.2A)    

 (第二名) 胡卓然 (S.1C) 李儀婷 (S.2A) 

王雲鋒 (S.2A) 

梁鈞翹 (S.2C) 

   

 (第三名) 林綺慧 (S.1A) /    

科學 (第一名) 陳昊宇 (S.1D) 崔曉藍 (S.2A) 
王雲鋒 (S.2A) 

   

 (第二名) 李子晴 (S.1B) /    

 (第三名) 吳子浩 (S.1D) 羅鈞勇 (S.2A)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 鍾銘傑 (S.1D) 劉碧君 (S.2B) 馮頌祺 (S.3B) 張欣宜 (S.4B) 
歐清漫 (S.4D) 

鍾政宏 (S.5B) 

 (第二名) 羅敏姿 (S.1C) 黃富琳 (S.2A) 

郭倩儀 (S.2B) 

黃曉萱 (S.2C) 

葉美兒 (S.3D) / 黃鈺珍 (S.5C) 

 (第三名) 雷樂怡 (S.1B) / 黃詩琪 (S.3A) 陳嘉恩 (S.4D) 侯子鑌 (S.5D) 

洪家曦 (S.5D) 

音樂 (第一名) 李子晴 (S.1B) 

何傑鴻 (S.1D) 

王雲鋒 (S.2A) 何應婷 (S.3A) 曾芷瑩 (S.4D) 蔡駿坤 (S.5B) 

(第二名) 

  

/ 巫乙希 (S.2A) 陳淑琳 (S.3A) 

林盈盈 (S.3D) 

梁敏琪 (S.4D) 凌澤耀 (S.5A) 

(第三名) 葉權鋒 (S.1B) 

曾敏軒 (S.1D) 
楊賢澤 (S.2A) / 曾紀欣 (S.4D) 王智堃 (S.5C) 

體育 (第一名) 陳姿因 (S.1D) 陳嘉鍵 (S.2A) 張稀琳 (S.3D) 梁敏琪 (S.4D) 楊綿彬 (S.5C) 

(第二名)  梁逸潼 (S.1A) 巫乙希 (S.2A) 陳思儒 (S.3A) 陳嘉恩 (S.4D) 

温晉豪 (S.4D) 

郭冬怡 (S.5D) 

(第三名) 林灝謙 (S.1A) 張綺珊 (S.2A) 林盈盈 (S.3D) / 何紫欣 (S.5C) 

李俊謙 (S.5D)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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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安延 (S.1B) 崔曉藍 (S.2A) 陳穎彤 (S.3A)   

(第二名)  李海澄 (S.1A) 

李子晴 (S.1B) 

張綺珊 (S.2A) 何應婷 (S.3A) 

魏金莎 (S.3A) 

  

(第三名) / 何思兒 (S.2A) 

王雲鋒 (S.2A) 

/   

 宗教教育 (第一名) 

(明道勵學獎) 

梁凱喬 (S.1C) 崔曉藍 (S.2A) 林潔恩 (S.3D) 郭佩儀 (S.4D) 葉玉婷 (S.5A) 

劉穎恒 (S.5D) 

(第二名)  何匯賢 (S.1C) 

叶穎霖 (S.1C) 

郭梓澄 (S.2A) 

李芷霖 (S.2A) 

王雲鋒 (S.2A) 

巫乙希 (S.2A) 

陳俊源 (S.3A) 梁家傑 (S.4D) / 

(第三名) / / 李海茵 (S.3D) 張慧恩 (S.4C) 

陳嘉恩 (S.4D) 

李詠泰 (S.4D) 

李易翹 (S.4D) 

何艷榆 (S.5A) 

家政 (第一名) 鄺子恩 (S.1C) 鄭志鳴 (S.2A) 吳思思 (S.3D)   

(第二名)  胡卓然 (S.1C) 黃富琳 (S.2A) 

金美李 (S.2A) 

蘇欣桐 (S.3D)   

(第三名) 郭麗盈 (S.1A) 

劉晉憲 (S.1C) 

/ 何應婷 (S.3A) 

吳雅芳 (S.3A) 

謝梓翹 (S.3B) 

  

設計與科技    

 (第一名) 

李子晴 (S.1B) 巫乙希 (S.2A) 謝少淇 (S.3C)   

(第二名)  楊淨雯 (S.1B) 曾慶航 (S.2B) 何應婷 (S.3A)   

(第三名) 叶穎霖 (S.1C) 吳珈筠 (S.2A) 莫書維 (S.3A) 

張稀琳 (S.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