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成績龍虎榜  
 

 

各班首三名 

科目首三名 

1A 2A 3A 4A 5A 

1B 2B 3B 4B 5B 

1C 2C 3C 4C 5C 

1D 2D 3D 4D 5D 

   4E 5E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班成績龍虎榜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徐明輝 韋梓銘 伍卓鋒 

1B 余靖君 陳信希 鄒日垣 

1C 陳婉瑩 黃永琛 陳業坤 

1D 王振榮 陳錦輪 游映美 

2A 張浩林 陳貝瑩 陳芍瑩 

2B 陳珮欣 韓麗雯 鄧思嘉 

2C 黃英林 吳海華 吳晉勳 

2D 劉棟 杜立夫 羅家焯 

3A 黃馨漪 趙嘉朗 陳靖茵 

3B 李嘉欣 簡彩雪 鄺浩然 

3C 吳嘉正 呂衍樂 歐陽啓翔 

3D 梁嘉琪 王建鏗 麥嘉傑 

4A 趙晉霆 羅德心 陳玉 

4B 曾建軒 李威融 許鴻林 

4C 梁灝晴 王芷櫻 梁敏如 

4D 司徒初濠 劉健怡 郭子顯 

4E 馮寶瑩 鍾景陶 趙睿愷 

5A 馬心月 郭熙妍 林倩芙 

5B 謝奕俙 黃金雄 張曉怡 

5C 王浩賢 曾廣健 張凱婷 

5D 吳智誠 羅美琪 朱灼林 

5E 蘇泳茵 周兆儒 盧雯興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1A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吳思詠 鄧瑞琳  
許樂沂 韋梓銘

黃詠華 

中國語文 徐明輝 黃詠華 韋梓銘 

數學 梁文杰 鄧瑞琳 徐明輝 

通識教育 黃詠華 鄭雁心 顧穎欣 梁健豪 

中國歷史 伍卓鋒 徐明輝 鄭逸權 

綜合科學 徐明輝 韋梓銘  梁文杰 

地理 韋梓銘 伍卓鋒  

歷史 伍卓鋒 韋梓銘 鄭逸權 

普通電腦科 徐明輝 梁文杰 林燕芬 

普通話 李妮芝 徐明輝 吳思詠 

視覺藝術 梁健豪 黃詠華  鄭雁心 黃澧淇 

音樂 王嘉敏 黃澧淇 姚叙延  

體育 駱泳聰 王嘉敏  黃詠華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1B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余靖君 葉文道 郭敏瑜 梁靖麟 

中國語文 余靖君 鄒日垣 
蔡家晴 陳信希

岑淑儀 

數學 余靖君 陳信希 羅文豐 

通識教育 余靖君 岑淑儀 
鄒日垣 朱彩霞

黃博軒 

中國歷史 陳信希 謝宗峻 何穎斌 

綜合科學 余靖君 岑淑儀 陳信希 陳思涵 

地理 蔡家晴 余靖君  謝宗峻 

歷史 陳信希 謝宗峻 余靖君 

普通電腦科 羅文豐 余靖君 郭敏瑜 

普通話 陳信希 羅文豐 余靖君  

視覺藝術 陳紫茵 盧麗如  謝宗峻 

音樂 陳信希 羅文豐 
蔡家晴 郭敏瑜

鄧嘉雯 

體育 陳紫茵 梁靖麟  蔡家晴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1C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婉瑩 劉慧蕎 黃永琛 

中國語文 朱曉彤 黃藝燊  陳婉瑩 

數學 高俊軒 黃永琛 馬學霖 

通識教育 朱曉彤 陳婉瑩 陳業坤 

中國歷史 陳業坤 陳婉瑩 盧俊廷 

綜合科學 陳婉瑩 陳蔚晴 高俊軒 

地理 陳婉瑩 劉慧蕎 蔡東榮 黃永琛 

歷史 高俊軒 陳婉瑩 陳業坤 

普通電腦科 黃永琛 陳婉瑩 黃天祥 

普通話 徐恩庭 黃永琛 黃宇豪  

視覺藝術 陳熙瑤 陳蔚晴 陳婉瑩  

音樂 陳業坤 陳汶瑾 劉慧蕎  

體育 陳熙瑤 林紫晴 
陳衍希 馮柏賢

呂津豪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1D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游映美 王振榮 陳嘉賢 謝子進 

中國語文 陳偉泉 夏伊 鄧穎恩 王振榮 

數學 黃宏凱 陳偉泉 王振榮 

通識教育 夏伊 鄧穎恩 王振榮 

中國歷史 黃沛雨 王振榮 林杞柔 梁晉權 

綜合科學 謝子進 陳錦輪 鍾明翔 

地理 游詩琪 陳錦輪  夏伊  

歷史 陳錦輪 羅梓睿 鄧穎恩 夏伊 

普通電腦科 陳嘉賢 王振榮 黃宏凱 

普通話 古晶晶 黃沛雨 陳偉泉 

視覺藝術 
張馨月 潘曉欣
鄧穎恩 游映美   

音樂 古晶晶 徐嘉豐 游詩琪 

體育 陳錦輪 游映美 鄧穎恩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2A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貝瑩 張浩林 
林家穎 林伽穎

鄧佩儀 

中國語文 李應心 李愷桐 鄧佩儀
曾麗瑩 

 

數學 黃紹巍 杜心鈴 張浩倫 

通識教育 陳貝瑩 陳芍瑩 李應心  

中國歷史 陳貝瑩 張浩林 張浩倫 

綜合科學 張浩林 黃傑斌  林伽穎 李愷桐 

地理 張浩林 陳貝瑩 李愷桐 

歷史 陳貝瑩 李愷桐 林成均 

普通電腦科 黃騰達 杜心鈴 曾麗瑩 

普通話 李應心 陳貝瑩 關家文 

視覺藝術 趙倚翎 李愷桐 鄧佩儀 

音樂 張浩林 林家穎 黃騰達 

體育 李應心 郭蕊麒 甄靄韻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2B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珮欣 韓麗雯 林伊駿 閻瀚傑 

中國語文 陳珮欣 鄧思嘉 韓麗雯 

數學 賴文龍 鄧思嘉 
黃智賢 林隆尉

阮浩謙 

通識教育 邱韻芝 韓麗雯 鄧思嘉 閻瀚傑 

中國歷史 
鄧思嘉 駱嘉恒

余梓華   

綜合科學 韓麗雯 吳庭俊 陳智傑 

地理 陳智傑 余梓華 陳珮欣 

歷史 駱嘉恒 余梓華 陳珮欣 

普通電腦科 林伊駿 陳智傑 陳珮欣  

普通話 鄧思嘉 李苑嵐 余梓華 

視覺藝術 鄧思嘉 韓麗雯  陳珮欣 

音樂 韓麗雯 陳珮欣 潘曉欣  

體育 陳蕊 余梓華  韓麗雯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2C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阮卓嵐 周依霖 曾穎怡  

中國語文 葉力齊 曾穎怡 何汶芝 謝穎詩 

數學 曾家曜 吳晉勳 吳海華  

通識教育 
周凱琪 李思潁

羅智仁   

中國歷史 鍾穎翹 黃英林 吳海華  

綜合科學 黃英林 曾家曜 葉力齊  

地理 黃英林 吳晉勳 鍾穎翹 何汶芝 

歷史 吳晉勳 黃英林 吳海華 葉力齊 

普通電腦科 周依霖 吳海華 許志榮 

普通話 謝穎詩 葉力齊 吳晉勳 吳海華 

視覺藝術 何汶芝 文彥翎 吳晉勳  

音樂 吳晉勳 吳海華  黃英林 

體育 黃智豪 何汶芝 曾穎怡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2D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羅家焯 楊家駿 劉偉財 

中國語文 周樂茵 杜立夫 黃達烽  

數學 韓陳鑫  劉棟  何晁枬 羅家焯 

通識教育 施嘉茵 杜立夫 蔡晶晶  

中國歷史 劉棟 施嘉茵 周樂茵 

綜合科學 羅家焯 黃達烽 楊家駿 

地理 杜立夫 羅家焯 韓陳鑫 

歷史 周樂茵 張昊俊  劉棟  

普通電腦科 張昊俊 韓陳鑫 劉棟 

普通話 韓陳鑫 施嘉茵 黃達烽  

視覺藝術 梁垚淳 蔡晶晶  施嘉茵 

音樂 周樂茵 韓陳鑫 黃達烽  

體育 顏超儀 韓陳鑫 陳小燕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3A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趙嘉朗 張嘉童 黃海濤 

中國語文 黃馨漪 溫焯嵐 陳靖茵 洪寶珠 

數學 潘錦銘 廖美琪 黃馨漪 

通識教育 陳富琳 司徒子陽 黃浩棠 

中國歷史 郭峻銘 司徒子陽 林燁錦 

物理 
陳嘉威 陳富琳

趙嘉朗 
  

化學 潘錦銘 趙嘉朗 林燁錦 

生物 趙嘉朗 張詠琪 劉傲程  

地理 陳靖茵 劉傲程  陳嘉威 

商業 張嘉童 張詠琪 林海洋  

經濟 潘錦銘 黃馨漪 
林燁錦  
司徒子陽 

普通電腦科 司徒子陽 陳靖茵 黃馨漪 蔡宜珊 

普通話 陳嘉威 張詠琪 陳靖茵 

視覺藝術 張嘉童 趙嘉朗 
陳嘉威 張詠琪

黃馨漪 

音樂 洪寶珠 陳丞熙 司徒子陽 

體育 陳丞熙 趙嘉朗 張詠琪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3B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簡彩雪 鄺浩然 曾建富 

中國語文 簡彩雪 陳可可 李嘉欣 袁海琪 

數學 林成塬 鄭博之 李嘉欣  

通識教育 陳靜其 譚芷晴 袁海琪 

中國歷史 林成塬 李嘉欣 陳杞華 

物理 鄺浩然 梁錦基 李嘉欣 黃宏豐 

化學 林成塬 陳杞華 李嘉欣 

生物 黎怡欣 羅秋嵐 黃俊賢 

地理 鄺浩然 李嘉欣 簡彩雪 林成塬 

商業 簡彩雪 李嘉欣  彭俊 曾建富 

經濟 任嘉欣 李嘉欣 張俊彥 

普通電腦科 黃宏豐 張俊彥 簡彩雪 王樂榮 

普通話 李嘉欣 簡彩雪 陳可可 

視覺藝術 羅佩儀 陳可可 林成塬 

音樂 鄭博之 簡彩雪 黎怡欣  

體育 任嘉欣 彭俊 
張俊彥 李嘉欣

馬碧林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3C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綽瑤 劉穎童 張嘉怡 植惠莎 

中國語文 
陳慧汶 植惠莎

吳嘉正   

數學 方倩兒 陳彥煒 張嘉怡 呂衍樂 

通識教育 吳嘉正 何珮琪 黎錦欣  

中國歷史 呂衍樂 張嘉怡 劉志康
李恩桐  

物理 吳嘉正 楊蘊慧 張嘉怡 

化學 歐陽啓翔 吳嘉正 陳慧汶 劉志康 

生物 吳嘉正 陳慧汶 歐陽啓翔 

地理 
歐陽啓翔 
呂衍樂  

張嘉怡 劉志康
楊曉琳 

商業 歐陽啓翔 劉穎童 呂衍樂 

經濟 陳綽瑤 
陳慧汶 植惠莎

劉志康  

普通電腦科 
張嘉怡 黎錦欣

吳嘉正 
  

普通話 歐陽啓翔 陳慧汶 何珮琪 

視覺藝術 吳嘉正 植惠莎 
陳綽瑤 陳若桐

黎錦欣 

音樂 陳綽瑤 吳祉蕙 劉穎童 

體育 呂衍樂 歐陽啓翔 方倩兒 何春柳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3D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國語文 王建鏗 梁嘉琪 徐仲德 

中國語文 梁嘉琪 王建鏗 李天佑 蕭敏儀 

數學 蕭敏儀 鄧卓濰 麥嘉傑 

通識教育 李天佑 王建鏗 許恭華 黃穎茵 

中國歷史 許恭華 王英敏 王建鏗 

物理 麥嘉傑 徐仲德 王嘉聰 

化學 黃穎茵 麥嘉傑 王嘉聰 

生物 梁嘉琪 麥嘉傑 徐仲德  

地理 梁嘉琪 蕭敏儀 麥嘉傑 王建鏗 

商業 王英敏 王建鏗 麥嘉傑 黃穎茵 

經濟 王建鏗 李天佑 麥嘉傑 

普通電腦科 梁嘉琪 麥嘉傑 王建鏗  

普通話 許恭華 蕭敏儀  黃穎茵 

視覺藝術 李依玲 蕭敏儀 許恭華 梁嘉琪 

音樂 梁嘉琪 麥嘉傑 鄧卓濰 王建鏗 

體育 麥嘉傑 沈俊杰  王建鏗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4A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陳玉 蘇志豪 
祝文君 

  

英國語文 趙晉霆 鄭澤承 馮卓禧 

數學 羅德心 趙晉霆 陳培章 

通識教育 陳玉 祝文君 蘇志豪 

 
 

4B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許鴻林 周浩峰 洪汶 伍佰耀 

英國語文 陸曉彤 蔡靜汶 周浩峰 許芊方
許鴻林  洪汶 

數學 梁旭豪 曾建軒 李威融 

通識教育 曾建軒 麥家瑋 蔣宗庭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4C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梁灝晴 王芷櫻 張曉倩 方凱琳 

英國語文 何求 王芷櫻 梁灝晴 

數學 梁灝晴 王芷櫻 梁敏如 黃均華 

通識教育 梁灝晴 王芷櫻 方凱琳 

 
 

4D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劉健怡 郭子顯 
郭華燊 葉駿霆 
司徒初濠 

英國語文 陳康瑤 賴港輝 郭華燊 

數學 
洪嘉琪 
司徒初濠  黃建聰 

通識教育 劉健怡 李苑瑩 高芷筠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4E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鄭永康 
趙睿愷 馮寶瑩

羅潔盈  吳迪 
 

英國語文 馮寶瑩 巫樂馳  
鄭永康 鍾景陶

蕭駿霖 

數學 馮寶瑩 趙睿愷 林書銘  

通識教育 馮寶瑩 鄭永康 朱慧盈 

 



2017-18 年度 
上學期各科成績龍虎榜  

中四級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歷史(B1) 4C梁灝晴 4E 鄭永康 4E 馬溢晉 

物理(B1) 4E 馮寶瑩 4E 趙睿愷 4D黃建聰 

物理(英文) (B1) 4D郭子顯 4D陳康瑤  

化學(B2) 4D郭子顯 4D劉健怡 4E 鍾景陶 

生物(B1) 4C梁敏如 4D劉健怡 4B 曾建軒 

生物(B2) 4E 馮寶瑩 4E 鄭永康 4D葉駿霆 

地理(B2) 4E 冼尹軒 4D楊耀祖 4C梁灝晴 

經濟(B1) 
4D葉駿霆 

4E 鍾景陶 

 4C張曉倩 

資訊及通訊科技(B2) 4B 蔣宗庭 4E 余均樂 
4A 馮卓禧 

4E 趙睿愷 

旅遊與款待(B2) 4D高芷筠 
4A 李蕊晴 

4E 翁芷瑩 
 

視覺藝術(B1) 4D郭華燊 4D章曉霖 4D郭玲利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1) 
4D丁榮軒 4E 劉雅柔 4D高芷筠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2) 
4E 李穎俊 4E 石德明 4D司徒初濠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5A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丘素晶 朱曉嵐 郭熙妍  

英國語文 丘素晶 林倩芙 馬心月  

數學 譚子羲 馬心月 施婷婷 

通識教育 郭熙妍 朱曉嵐 林倩芙  

 

 

5B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謝奕俙 陳沛元 黎耀燊  

英國語文 吳智威 錢國堅 黃業發 

數學 黃金雄 周子喬 利孝賢  

通識教育 張曉怡 陳筠沂 利孝賢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5C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葉文丹 王芷澄 梁福慧 王浩賢 

英國語文 方思焙 李靜儀 梁嘉寶 王芷澄 

數學 曾廣健 陳智恒 張凱婷 王浩賢 

通識教育 葉文丹 張凱婷 王芷澄 

 

 

5D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朱灼林 羅美琪 吳智誠 

英國語文 羅美琪 吳智誠 周芷楹 黃穎儀 

數學 林嘉龍 林志源 陳梓健 

通識教育 史綽雯 陳梓健 尹曉恩 



 
2017-18 年度 

上學期  
各科成績龍虎榜  

5E 班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語文 
周兆儒 盧雯興

蘇泳茵 
  

英國語文 吳嘉峻 蘇泳茵  
譚裕賢 蔣澤楠

黃聖瑜 

數學 周兆儒 彭志嘉  譚裕賢 

微積分與統計M1 陳弋 黃聖瑜 譚裕賢 

通識教育 蘇泳茵 陸雪晴 盧雯興 

 
 



2017-18 年度 
上學期各科成績龍虎榜  

中五級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國歷史(B1) 5E 蘇泳茵 5C鄭毓婷 5B 曾家瑋 

物理(B1) 5E 陳弋 5E 彭志嘉 
5E 顏爾豪 

5E 譚裕賢 

化學(B2) 5E 周兆儒 5E 陳弋 5E 陸雪晴 

生物(B1) 5D羅美琪 5A 馬心月 5E 周兆儒 

生物(B2) 5E 盧雯興 5E 彭志嘉 5E 謝浩倫 

地理(B2)  5E 黃佳宜 
5D羅美琪 

5E 曾靜欣 

經濟(B1) 5E 黃聖瑜 5D吳智誠 
5D朱灼林 

5E 繆欣發 

經濟(B2) 5E 蘇泳茵 5D尹曉恩 5E 譚裕賢 

資訊及通訊科技(B2) 5A 張健威 5C王浩賢 5B 黎耀燊 

旅遊與款待(B1) 5A 鄧淑嵐 5A 郭熙妍 5B 陳筠沂 

視覺藝術(B2) 5A 歐穎姿 5C葉文丹 5D李美姻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1) 
5E 盧雯興 5D尹曉恩 5D衛安生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3) 
5E 周兆儒 5E 陸雪晴 5E 蔣澤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