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年度第一學期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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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錦鵬 (S.1A) 鍾詠彤 (S.1D) 曾澤浠 (S.1B) 

S   2 姚李慶燾 (S.2A) 陳穎嫻 (S.2A) 林昊 (S.2A) 

S   3 史宇洋 (S.3A) 劉健麗 (S.3A) 姚竹虹 (S.3A) 

S   4  柯錦宏 (S.4D) 鍾娉婷 (S.4C) 周彥希 (S.4D) 

S   5  李卓峯 (S.5D) 崔曉藍 (S.5D) 勞志偉 (S.5D) 

 

 

2022-2023年度第一學期考試全班一、二、三名名單 

 

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S. 1A 魏錦鵬 陳涌滔 蘇佳妍 

S. 1B 曾澤浠 吳霆宇 曾婉晴 

S. 1C 王言諾 關潼謙 林俊欽 

S. 1D 鍾詠彤 陳嘉怡 麥筱悠 

S. 2A 姚李慶燾 陳穎嫻 林昊 

S. 2B 曾芷琳 呂振華 劉希浚 

S. 2C 黃信翹 陳學聰 林顯燁 

S. 2D 黃梓晋 馮俊軒 黃凱翹 

S. 3A 史宇洋 劉健麗 姚竹虹 

S. 3B 陳恩惠 李家豪 曾柏喬 

S. 3C 鍾美婷 楊政董 文嘉盈 

S. 3D 香卓瑩 張雪飛 蘇天隆 

S. 4A 王英華 葉宇超 梁子榮 

S. 4B 潘朗逸 姚景濤 劉俊杰 

S. 4C 鍾娉婷 譚錦權 鄒尚羲 

S. 4D 柯錦宏 周彥希 黃潁嵐 

S. 5A 李若彤 陳林烽 蔡瑞潼 

S. 5B 黃淑瑜 陳澤雄 丁泳錡 

S. 5C 鄭貫聰 李家維 莊汶澍 

S. 5D 李卓峯 崔曉藍 勞志偉 

 

2022-2023年度第一學期考試優異生及優良生名單 
 

優異生： 姚李慶燾 (S.2A) 史宇洋 (S.3A) 劉健麗 (S.3A) 姚竹虹 (S.3A) 楊佳雲 (S.3A) 

 黃偉豪 (S.3A)     

優良生： 魏錦鵬 (S.1A) 鍾詠彤 (S.1D) 陳穎嫻 (S.2A) 熊嘉琳 (S.3A) 梁家怡 (S.3A) 

 吳熙城 (S.3A) 黃冠霖 (S.3A) 劉進賢 (S.3A) 陳可盈 (S.3A) 余紫妍 (S.3A) 

 盧桌燃 (S.3A) 王芷盈 (S.3A) 柯錦宏 (S.4D)   

 

 

 



2022-2023年度第一學期考試各科成績優異獎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文 (第一名) 吳霆宇 (S.1B) 

陳嘉怡 (S.1D) 

何晴欣 (S.2A) 

 

陳可盈 (S.3A) 周彥希 (S.4D) 勞志偉 (S.5D) 

(第二名) / 姚李慶燾 (S.2A) 楊佳雲 (S.3A) 鍾娉婷 (S.4C) 林珍妍 (S.5C) 

(第三名) 陳涌滔 (S.1A) 黎若南 (S.2A) 

吳錦榮 (S.2A) 

譚灼彬 (S.2A) 

劉健麗 (S.3A) 黃潁嵐 (S.4D) 

翟婧童 (S.4D) 

李儀婷 (S.5D) 

英文 (第一名) 麥筱悠 (S.1D) 

蘇卓浠 (S.1D) 

陳德軒 (S.2A) 黃冠霖 (S.3A) 鍾娉婷 (S.4C) 劉瀛峰 (S.5B) 

(第二名) / 湛家軒 (S.2B) 史宇洋 (S.3A) 

余紫妍 (S.3A) 

潘朗逸 (S.4B) 

 

崔曉藍 (S.5D) 

(第三名) 曾婉晴 (S.1B) 

 

姚浩民 (S.2A) / 何匯賢 (S.4D) 李若彤 (S.5A) 

李儀婷 (S.5D) 

羅鈞勇 (S.5D) 

數學 (第一名) 魏錦鵬 (S.1A) 張榮漢 (S.2A) 史宇洋 (S.3A) 柯錦宏 (S.4D) 

叶穎霖 (S.4D) 

李卓峯 (S.5D) 

(第二名) 夏酷良 (S.1A) 

曾澤浠 (S.1B) 

林俊欽 (S.1C) 

曾國熙 (S.2A) 劉健麗 (S.3A) / 莊汶澍 (S.5C) 

(第三名) / 黎榮進 (S.2D) 劉進賢 (S.3A) 

姚竹虹 (S.3A) 

張雪飛 (S.3D) 

高俊然 (S.4D) 鄭貫聰 (S.5C) 

 

數學(M1) (第一名)    柯錦宏 (S.4D) 勞志偉 (S.5D) 

(第二名)    高俊然 (S.4D) 王雲鋒 (S.5D) 

(第三名)    叶穎霖 (S.4D) 李家維 (S.5C) 

羅鈞勇 (S.5D) 

物理 (第一名)    高俊然 (S.4D) 李卓峯 (S.5D) 

 (第二名)    柯錦宏 (S.4D) 王雲鋒 (S.5D) 

 (第三名)    林瑞麒 (S.4D) 鄭貫聰 (S.5C) 

化學 (第一名)    高俊然 (S.4D) 李卓峯 (S.5D) 

 (第二名)    陳昊宇 (S.4D) 崔曉藍 (S.5D) 

 (第三名)    叶穎霖 (S.4D) 邱奕皓 (S.5D) 

生物 (第一名)    黃潁嵐 (S.4D) 崔曉藍 (S.5D) 

 (第二名)    周彥希 (S.4D) 郭梓澄 (S.5D) 

 (第三名)    翟婧童 (S.4D) 楊賢澤 (S.5D) 

中國歷史 (第一名) 曾澤浠 (S.1B) 陳學聰 (S.2C) 史宇洋 (S.3A) 李 偉 (S.4D) 林珍妍 (S.5C) 

 (第二名) 吳霆宇 (S.1B) 姚李慶燾 (S.2A) 陳可盈 (S.3A) 周彥希 (S.4D) 

李子祺 (S.4D) 

陳沛丞 (S.5C) 

(第三名) 魏錦鵬 (S.1A) 林 昊 (S.2A) 曾家圓 (S.3A) 

楊佳雲 (S.3A) 

/ 謝雄茵 (S.5A) 

歷史 (第一名) 鍾詠彤 (S.1D) 姚李慶燾 (S.2A) 黃偉豪 (S.3A) 譚錦權 (S.4C) 

何傑滔 (S.4D) 

崔曉藍 (S.5D) 

(第二名) 胡昊哲 (S.1D) 林 昊 (S.2A) 

吳錦榮 (S.2A) 

史宇洋 (S.3A) / 李儀婷 (S.5D) 

譚以行 (S.5D) 

(第三名) 魏錦鵬 (S.1A) 

王言諾 (S.1C) 

/ 楊佳雲 (S.3A) 黃敏姿 (S.4C) 

 

/ 

地理 (第一名) 魏錦鵬 (S.1A) 姚李慶燾 (S.2A) 史宇洋 (S.3A) 周彥希 (S.4D) 李儀婷 (S.5D) 

(第二名) 鍾詠彤 (S.1D) 黃尚銘 (S.2A) 陳恩惠 (S.3B) 何傑鴻 (S.4D) 梁子健 (S.5D) 

(第三名) 陳錦浩 (S.1D) 吳錦榮 (S.2A) 盧桌燃 (S.3A) 

黃偉豪 (S.3A) 

楊佳雲 (S.3A) 

羅敏姿 (S.4C) 

譚錦權 (S.4C) 

李芷霖 (S.5D) 

電腦 (第一名) 曾澤浠 (S.1B) 姚李慶燾 (S.2A) 盧桌燃 (S.3A) 鍾娉婷 (S.4C) 楊賢澤 (S.5D) 

(第二名) 許浩鴻 (S.1A) 陳穎嫻 (S.2A) 

潘詠妍 (S.2A) 

黃俊軒 (S.2A) 

姚竹虹 (S.3A) 黃潁嵐 (S.4D) 林 進 (S.5D) 

(第三名) 吳霆宇 (S.1B) / 黃冠霖 (S.3A) 柯錦宏 (S.4D) 勞志偉 (S.5D) 

 

 



 

2022-2023年度第一學期考試各科成績優異獎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經濟 (第一名)    陳錦榮 (S.4D) 郭梓澄 (S.5D) 

 (第二名)    吳熙桐 (S.4C) 王雲鋒 (S.5D) 

 (第三名)    鄺悦瑩 (S.4C) 莊汶澍 (S.5C)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第一名) 

   劉俊威 (S.4D) 

翟婧童 (S.4D) 

李芷霖 (S.5D) 

 (第二名)    / 郭梓澄 (S.5D) 

 (第三名)    黃潁嵐 (S.4D) 陳凱傑 (S.5D) 

旅遊與款待(第一名)    李海澄 (S.4C) 吳梓揚 (S.5C) 

 (第二名)    袁逸朗 (S.4A) 

劉昊杰 (S.4B) 

李若彤 (S.5A) 

 (第三名)    / 丁泳錡 (S.5B) 

公民與社會發展 

(第一名) 

   李海澄 (S.4C) 李儀婷 (S.5D) 

 (第二名)    陳澤鋒 (S.4D) 

柯錦宏 (S.4D) 

林珍妍 (S.5C) 

譚以行 (S.5D) 

楊賢澤 (S.5D) 

 (第三名)    / / 

生活與社會(第一名) 王言諾 (S.1C) 姚李慶燾 (S.2A) 黃偉豪 (S.3A)   

 (第二名) 吳霆宇 (S.1B) 陳學聰 (S.2C) 史宇洋 (S.3A)   

 (第三名) 胡昊哲 (S.1D) 林 昊 (S.2A) 熊嘉琳 (S.3A)   

科學 (第一名) 鍾詠彤 (S.1D) 

麥筱悠 (S.1D) 

姚李慶燾 (S.2A) 史宇洋 (S.3A)   

 (第二名) / 陳穎嫻 (S.2A) 

黃尚銘 (S.2A) 

梁家怡 (S.3A) 

劉健麗 (S.3A) 

黃偉豪 (S.3A) 

  

 (第三名) 蘇佳妍 (S.1A) 

魏錦鵬 (S.1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