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表現 
2015-2016全年成績 
各級首十名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按 
各 
級 
別 
名 
次 
先 
後 
順 
序 
排 
列 

1 1D 費昕豪 2A 廖偉明 3B 魏智樂 4D 馬敬然 5D 黃志豪 6B 蔡熹逸 

2 1D 陳庭晉 2C 呂頌熹 3B 張杞潼 4C 陳卓姿 5D 顧君彥 6D 婁軍昊 

3 1D 瞿羽軒 2A 李雪盈 3B 李朗然 4D 梁家朗 5C 杜嘉瑜 6D 楊崇正 

4 1D 陳廷軒 2C 李霓珊 3D 吳卓姸 4A 盧美燕 5C 黃智恒 6C 許竣堯 

5 1C 李梓傑 2A 趙嘉沁 3D 梁雅雪 4D 葉霈坤 5D 高靜怡 6D 陳采瑜 

6 1D 周卓琪 2A 單穎琪 3D 鄭  柔 4D 曾順景 5D 陳潤鎂 6B 周瑩碧 

7 1D 馮頌盈 2C 袁深妍 3B 唐沅檠 4B 鄭楚嬈 5C 呂思琪 6D 梁崇禮 

8 1D 陳梓茹 2C 卓詠瑤 3B 蘇慶翹 4D 邱一然 5D 陳進文 6C 黃恩琳 

9 1D 林豈樂 2A 劉嘉莉 3B 何宛蔚 4B 馬詩婷 5D 徐頌和 6D 岑穎楠 

10 1D 李俊彥 2C 林梓茵 3B 譚博文 4D 何卓軒 5D 顏朗哲 6D 談堅楠 

各級科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1B 張佳帆 2A 廖偉明 3B 陳淑麗 4C 陳卓姿 5D 陳潤鎂 6D 陳采瑜 

英國語文 1D 瞿羽軒 2A 陳家喬 3B 譚博文 4D 葉霈坤 5D 顧君彥 6C 黃恩琳 

數學 1D 費昕豪 2C 李霓珊 3D 彭詠珊 - - - 

數學（核心課程） - - - 4D 馬敬然 5D 黃志豪 
6D 婁軍昊 

6D 阮柏喨 
通識教育 - - - 4D 邱一然 5C 杜嘉瑜 6D 蘇遠翹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4D 馬敬然 5C 呂思琪 6B 堵振陞 

生物 - - 3D 鄭  柔 4D 邱一然 5D 顧君彥 6D 毛凱怡 

化學 - - 3D 吳卓姸 4D 馬敬然 5D 黃志豪 6D 婁軍昊 

中國歷史 1D 林豈樂 2A 廖偉明 3B 陳淑麗 4A 盧美燕 5A 茅智迪 6A 黃靄詩 

中國文學 - - - 4A 盧美燕 5E 陳靜怡 6C 梁思敏 

生活與社會 
1D 費昕豪 

1D 瞿羽軒 
2A 廖偉明 3D 梁雅雪 - - - 

經濟 - - - 4D 林旖琪 5C 杜嘉瑜 6D 梁崇禮 

地理 1D 瞿羽軒 2C 李霓珊 3D 曾奕智 4C 陳卓姿 5D 曾曉恩 6C 許竣堯 

歷史 1B 莫筱翎 2A 廖偉明 3B 陳淑麗 4D 潘綺雯 5C 黃智恒 6C 黃恩琳 

數學（延伸單元 1） - - - 4D 馬敬然 5D 高靜怡 6D 劉愷瑩 

數學（延伸單元 2） - - - 4E 甄智康 5D 黃志豪 6D 岑穎楠 

物理 - - 3B 譚博文 4D 馬敬然 5D 顧君彥 6D 婁軍昊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4D 翁澤亮 5D 黃志豪 6D 何建樂 

普通話 1D 費昕豪 2A 張渝萍 3B 陳淑麗 - - - 

- 科學 1D 李俊彥 2C 袁深妍 - - - - 

視覺藝術 - - - 4B 雷淑賢 5B 林婷婷 6B 曾雪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