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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年成績優異 中一級  

 

全級 第一名 1A 鍾懷希 

 第二名 1A 黃心言 

 第三名 1A 覃開元 

 

中文科 第一名 1A 鍾懷希 

 第一名 1A 黃心言 

 第三名 1A 覃開元 

 第四名 1D 鄭明怡 

 第五名 1B 趙蔚琳 

 第六名 1C 陳俊熹 

 第六名 1C 蘇卓桐 

 第六名 1C 王焯衡 

 第九名 1A 陳熙兒 

 第九名 1A 鄭青宜 

 

英文科 第一名 1D Singh Shikhar Deep 

 第二名 1A 梁樂天 

 第三名 1A 鍾懷希 

 第四名 1A 張晉祈 

 第五名 1A 何芊嵐 

 第六名 1A 王翰森 

 第七名 1A 孫家宏 

 第八名 1A 黃承恩 

 第九名 1A 黃心言 

 第十名 1A 邱鈞暘 

  

數學科 第一名 1D 姜紫媃 

 第二名 1A 王藝泓 

 第三名 1A 黃心言 

 第四名 1A 黃承恩 

 第五名 1D Singh Shikhar Deep  

 第六名 1D 鄔欣穎 

 第七名 1D 盧柏希 

 第八名 1A 張晉祈 

 第八名 1A 覃開元 

 第八名 1D 鄭明怡 

 

生活與社會科 第一名 1C 陳俊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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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1A 鍾懷希 

 第三名 1A 覃開元 

 第三名 1D 鄔欣穎 

 第五名 1A 王翰森 

 第六名 1A 鄭青宜 

 第六名 1A 黃心言 

 第六名 1C 馮智朗 

 第九名 1C 陳泳羲 

 第十名 1A 孫家宏 

 第十名 1A 葉皓朗 

 第十名 1D 姜紫媃 

 

中史科 第一名 1A 黃心言 

 第二名 1A 覃開元 

 第三名 1C 蘇卓桐 

 第四名 1C 陳泳羲 

 第五名 1C 陳俊熹 

 第六名 1A 鍾懷希 

 第六名 1B 周恩霖 

 第八名 1B 黃子墨 

 第九名 1C 鄭汶臻 

 第十名 1C 馮智朗 

 

電腦科 第一名 1A 黃心言 

 第二名 1A 鍾懷希 

 第二名 1C 陳俊熹 

 第四名 1A 張晉祈 

 第五名 1A 孫家宏 

 第六名 1A 鄭青宜 

 第六名 1A 覃開元 

 第八名 1A 何芊嵐 

 第八名 1C 李俊華 

 第八名 1D 鄭明怡 

 

地理科 第一名 1A 黃心言 

 第二名 1A 鍾懷希 

 第三名 1A 覃開元 

 第四名 1C 陳俊熹 

 第五名 1A 何芊嵐 

 第六名 1A 鄭青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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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名 1A 王翰森 

 第六名 1C 蘇卓桐 

 第六名 1C 王焯衡 

 第十名 1C 馮智朗 

 第十名 1D 鄭明怡 

 

歷史科 第一名 1A 鍾懷希 

 第二名 1A 覃開元 

 第三名 1B 周恩霖 

 第四名 1A 黃心言 

 第五名 1C 王焯衡 

 第六名 1C 陳泳羲 

 第七名 1C 陳俊熹 

 第八名 1C 蘇卓桐 

 第九名 1D 鄔欣穎 

 第十名 1A 葉皓朗 

 

普通話科 第一名 1A 陳熙兒 

 第一名 1A 鄭青宜 

 第三名 1A 李嘉僑 

 第四名 1A 黃銳 

 第五名 1B 趙蔚琳 

 第六名 1A 郭柏奇 

 第七名 1C 李俊華 

 第八名 1B 劉俐嫻 

 第九名 1D 何偉豪 

 第十名 1A 張景茜 

 

綜合科學科 第一名 1A 鍾懷希 

 第二名 1A 黃心言 

 第三名 1A 覃開元 

 第四名 1A 張晉祈 

 第四名 1A 孫家宏 

 第四名 1A 黃承恩 

 第四名 1B 鍾瑋恒 

 第四名 1D 何梓軒 

 第九名 1A 李嘉僑 

 第十名 1A 王翰森 

 第十名 1B 周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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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年成績優異 中二級  

 

全級 第一名 2A 楊清琳 

 第二名 2A 胡靖詩 

 第三名 2A 徐芷栭 

 

中文科 第一名 2A 胡靖詩 

 第二名 2A 林怡君 

 第三名 2A 楊清琳 

 第四名 2A 徐芷栭 

 第五名 2A 蘇子喬 

 第六名 2A 姚泳希 

 第七名 2A 馮文俞 

 第八名 2A 丘健瑤 

 第九名 2A 江文靜 

 第九名 2D 劉欣桐 

 

英文科 第一名 2A 林詠軒 

 第二名 2A 徐芷栭 

 第三名 2A 蘇子喬 

 第四名 2A 楊清琳 

 第四名 2B 萬展博 

 第六名 2A 吳柏宏 

 第七名 2A 吳翊曦 

 第八名 2C 許仲然 

 第九名 2A 陳樂天 

 第九名 2A 李國延 

 

數學科 第一名 2A 林怡君 

 第一名 2A 楊清琳 

 第三名 2A 蘇子喬 

 第四名 2A 胡靖詩 

 第五名 2A 林志堅 

 第六名 2A 徐芷栭 

 第七名 2A 林詠軒 

 第八名 2C 陳影淘 

 第九名 2A 江文靜 

 第九名 2A 黃心盈 

 

生活與社會科 第一名 2A 胡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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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2A 楊清琳 

 第二名 2B 萬展博 

 第四名 2A 馮文俞 

 第五名 2A 徐芷栭 

 第六名 2A 蘇子喬 

 第六名 2B 袁廸琛 

 第八名 2A 林怡君 

 第八名 2A 丘健瑤 

 第八名 2B 蔣家俊 

 

中史科 第一名 2A 楊清琳 

 第二名 2A 霍得勝 

 第二名 2A 江文靜 

 第二名 2A 林志堅 

 第五名 2A 陳軍言 

 第五名 2A 蘇子喬 

 第五名 2A 姚泳希 

 第八名 2A 胡靖詩 

 第九名 2A 馮文俞 

 第九名 2A 何國安 

 第九名 2A 林怡君 

 

電腦科 第一名 2B 萬展博 

 第二名 2A 林詠軒 

 第二名 2A 林志堅 

 第四名 2A 蘇子喬 

 第五名 2A 徐芷栭 

 第五名 2A 楊清琳 

 第七名 2A 胡靖詩 

 第八名 2A 霍得勝 

 第九名 2A 馮文俞 

 第九名 2A 姚泳希 

 

地理科 第一名 2A 楊清琳 

 第二名 2A 林志堅 

 第三名 2A 蘇子喬 

 第四名 2A 胡靖詩 

 第五名 2A 馮文俞 

 第五名 2A 徐芷栭 

 第七名 2A 林詠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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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名 2A 林怡君 

 第九名 2A 何國安 

 第十名 2A 何芷欣 

 第十名 2B 蔣家俊 

 

歷史科 第一名 2A 林怡君 

 第二名 2A 胡靖詩 

 第三名 2A 徐芷栭 

 第四名 2A 楊清琳 

 第五名 2A 林志堅 

 第六名 2A 馮文俞 

 第六名 2A 姚泳希 

 第八名 2A 蘇子喬 

 第九名 2A 江文靜 

 第十名 2A 陳軍言 

 

普通話科 第一名 2A 林怡君 

 第二名 2A 胡靖詩 

 第三名 2A 馮文俞 

 第四名 2A 江文靜 

 第四名 2A 黃心盈 

 第四名 2A 楊清琳 

 第七名 2A 徐芷栭 

 第八名 2B 陳穎緯 

 第八名 2C 伍秋慧 

 第十名 2B 林訓達 

 

綜合科學科 第一名 2A 胡靖詩 

 第二名 2A 蘇子喬 

 第三名 2A 林志堅 

 第四名 2A 楊清琳 

 第五名 2A 林詠軒 

 第五名 2A 徐芷栭 

 第七名 2A 方子瓊 

 第八名 2A 何芷欣 

 第九名 2A 何國安 

 第九名 2A 林怡君 

 第九名 2B 萬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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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年成績優異 中三級  

 

全級 第一名 3A 鄧樂沂 

 第二名 3A 曾惠琇 

 第三名 3A 謝凱晴 

 

中文科 第一名 3A 鄧樂沂 

 第一名 3A 陳嘉瑜 

 第三名 3A 陳玳瀅 

 第四名 3A 唐健華 

 第四名 3A 楊偉怡 

 第六名 3A 黎雋曦 

 第六名 3A 謝凱晴 

 第八名 3A 鄺永欣 

 第八名 3A 梁宇珊 

 第八名 3A 蒙樂怡 

 

英文科 第一名 3A 曾惠琇 

 第二名 3A 黎雋曦 

 第三名 3A 黎睿喆 

 第三名 3A 王恩怡 

 第五名 3A 區穎彤 

 第五名 3A 莊梓俊 

 第七名 3A 鄧樂沂 

 第八名 3A 李澤成 

 第八名 3A 余冠誼 

 第八名 3B 吳金彥 

 

數學科 第一名 3A 謝凱晴 

 第二名 3A 黎雋曦 

 第三名 3A 伍逸雪 

 第四名 3A 周俊鏵 

 第四名 3A 唐健華 

 第六名 3A 林朗晴 

 第七名 3A 袁偉光 

 第七名 3D 何厚棠 

 第九名 3A 馬銘禧 

 第九名 3C 鄧祖澤 

 

生活與社會科 第一名 3A 唐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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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3A 曾惠琇 

 第三名 3A 陳玳瀅 

 第三名 3A 鄧樂沂 

 第五名 3A 陳嘉瑜 

 第六名 3A 王恩怡 

 第七名 3A 謝凱晴 

 第八名 3A 黎雋曦 

 第九名 3A 李澤成 

 第九名 3A 梁宇珊 

 第九名 3A 曾沛甄 

 第九名 3B 鄭焯謙 

 

綜合科學科 第一名 3A 鄧樂沂 

 第二名 3A 唐健華 

 第三名 3A 陳玳瀅 

 第三名 3A 梁宇珊 

 第三名 3A 曾惠琇 

 第六名 3A 謝凱晴 

 第六名 3A 楊偉怡 

 第六名 3A 陳嘉瑜 

 第九名 3A 李澤成 

 第九名 3A 伍逸雪 

 

中史科 第一名 3A 謝凱晴 

 第一名 3A 陳嘉瑜 

 第三名 3A 唐健華 

 第四名 3A 陳玳瀅 

 第五名 3A 曾惠琇 

 第六名 3A 鄺永欣 

 第六名 3A 黎雋曦 

 第六名 3A 李澤成 

 第六名 3A 梁宇珊 

 第十名 3A 鄧樂沂 

 

電腦科 第一名 3A 黎睿喆 

 第二名 3B 廖偉林 

 第三名 3A 梁宇珊 

 第三名 3A 鄧樂沂 

 第五名 3A 李澤成 

 第五名 3A 曾惠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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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名 3A 唐健華 

 第八名 3A 王恩怡 

 第八名 3A 楊偉怡 

 第十名 3A 鄺永欣 

 第十名 3A 馬銘禧 

 

歷史科 第一名 3A 李澤成 

 第二名 3A 謝凱晴 

 第三名 3A 王恩怡 

 第三名 3A 余冠誼 

 第五名 3A 鄧樂沂 

 第六名 3A 陳玳瀅 

 第六名 3A 陳嘉瑜 

 第八名 3A 黎雋曦 

 第九名 3A 唐健華 

 第十名 3A 盧嘉樂 

 第十名 3A 曾惠琇 

 

地理科 第一名 3A 鄧樂沂 

 第二名 3A 李澤成 

 第三名 3A 陳嘉瑜 

 第四名 3A 陳玳瀅 

 第五名 3A 王恩怡 

 第六名 3A 伍逸雪 

 第六名 3A 曾惠琇 

 第八名 3A 謝凱晴 

 第八名 3A 余冠誼 

 第十名 3A 唐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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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年成績優異 中四級成績龍虎榜 

 

全級 第一名 4A 陳日健 

 第二名 4A 林柏軒 

 第三名 4A 潘天逸 

 

中文科 第一名 4A 陳日健 

 第一名 4A 劉麗茹 

 第一名 4A 彭迦瑜 

 第四名 4A 潘銘正 

 第五名 4A 譚樂盈 

 第六名 4A 林琪穎 

 第六名 4A 吳曉桐 

 第六名 4A 潘天逸 

 第九名 4A 張卓姸 

 第九名 4A 林柏軒 

 第九名 4A 廖巧晴 

 

英文科 第一名 4A 潘天逸 

 第二名 4A 唐嘉敏 

 第三名 4A 林柏軒 

 第四名 4A 梁嘉澄 

 第五名 4A 黃芷柔 

 第五名 4C 李慇桐 

 第七名 4A 樊詠詩 

 第七名 4A 黃韋衡 

 第九名 4A 陳日健 

 第九名 4A 蘇凱茵 

 第九名 4C 張梓軒 

 

數學科 第一名 4A 劉麗茹 

 第二名 4A 潘銘正 

 第二名 4B 王鏊瑋 

 第四名 4A 吳曉桐 

 第五名 4A 梁嘉澄 

 第六名 4A 梁嘉琳 

 第七名 4A 廖巧晴 

 第八名 4A 林琪穎 

 第九名 4B 區俊傑 

 第十名 4A 林柏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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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名 4A 潘天逸 

 

通識科 第一名 4A 劉麗茹 

 第二名 4A 潘銘正 

 第二名 4B 鄒凱業 

 第四名 4A 吳曉桐 

 第五名 4A 陳日健 

 第六名 4D 黃智琛 

 第七名 4A 譚樂盈 

 第七名 4A 黃芷柔 

 第九名 4A 林柏軒 

 第九名 4A 梁嘉澄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第一名 4A 梁嘉澄 

 

生物科 第一名 4A 林柏軒 

 

化學科 第一名 4A 林柏軒 

 

中史科 第一名 4A 陳日健 

 

經濟科 第一名 4A 梁嘉澄 

 

地理科 第一名 4D 周祖澤 

 

歷史科 第一名 4A 陳日健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一名 4A 樊詠詩 

 

旅遊與款待 第一名 4B 林可瑤 

 

物理科 第一名 4A 劉麗茹 

 

數學選修科(單元二) 第一名 4A 劉麗茹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4B 郭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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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年成績優異 中五級成績龍虎榜 

 

全級 第一名 5A 鄭以琳 

 第二名 5A 鄭香意 

 第三名 5A 黃杰霖 

 

中文科 第一名 5A 鄭以琳 

 第二名 5A 鄭香意 

 第三名 5A 張家慧 

 第四名 5A 林小欣 

 第四名 5A 黃杰霖 

 第四名 5A 張嘉欣 

 第四名 5B 魏承鵬 

 第八名 5A 趙鑫雨 

 第九名 5A 曾令瀚 

 第九名 5A 曹雪晶 

 第九名 5B 黃海欣 

 

英文科 第一名 5A 孫子軒 

 第二名 5A 高瀚駿 

 第三名 5A 鄭香意 

 第四名 5A 梁智豐 

 第四名 5A 張嘉欣 

 第四名 5B 馬文淇 

 第七名 5A 劉鎮熙 

 第八名 5A 朱逸烺 

 第八名 5B 朱愷瀠 

 第十名 5A 趙鑫雨 

 

數學科 第一名 5B 羅嘉豪 

 第二名 5A 黃杰霖 

 第三名 5A 張嘉欣 

 第四名 5A 曾令瀚 

 第四名 5A 鄭以琳 

 第六名 5A 張家慧 

 第七名 5A 鄭香意 

 第八名 5A 林小欣 

 第九名 5A 曹雪晶 

 第十名 5B 魏承鵬 

 第十名 5C 阮一言 



 13 

 

通識科 第一名 5A 鄭以琳 

 第二名 5A 黃杰霖 

 第三名 5A 鄭香意 

 第四名 5A 林小欣 

 第四名 5A 黃煒 

 第六名 5A 周駱 

 第六名 5A 張家慧 

 第六名 5A 張嘉欣 

 第九名 5A 曹雪晶 

 第十名 5A 趙鑫雨 

 第十名 5C 劉智聰 

 第十名 5C 徐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第一名 5A 鄭香意 

 

生物科 第一名 5A 曹雪晶 

 

化學科 第一名 5A 黃杰霖 

 

中史科 第一名 5A 鄭以琳 

 

經濟科 第一名 5A 鄭香意 

 

地理科 第一名 5A 鄭以琳 

 

歷史科 第一名 5A 黃煒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一名 5A 孫子軒 

 

旅遊與款待 第一名 5A 傅斅悠 

 

視覺藝術科 第一名 5A 黃思澄 

 

物理科 第一名 5A 曾令瀚 

 

數學選修科(單元二) 第一名 5B 羅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