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成績龍虎榜成績龍虎榜成績龍虎榜成績龍虎榜    
    

    

各班首三名各班首三名各班首三名各班首三名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首三名    

1A1A1A1A    2A2A2A2A    3A3A3A3A    4A4A4A4A    5A5A5A5A    

1B1B1B1B    2B2B2B2B    3B3B3B3B    4444BBBB    5B5B5B5B    

1C1C1C1C    2C2C2C2C    3C3C3C3C    4444CCCC    5C5C5C5C    

1D1D1D1D    2D2D2D2D    3D3D3D3D    4444DDDD    5D5D5D5D    

            4E4E4E4E    5E5E5E5E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班成績龍虎榜各班成績龍虎榜各班成績龍虎榜各班成績龍虎榜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1A 丘素晶 盧焯輝 蔡梓敏 

1B 蘇泳茵 黃金雄 黃業發 

1C 羅美琪 陳弋 史綽雯  黃穎儀 

1D 陳偉潼 朱清霞 林寶龍 

2A 黃浩銘 周嘉雋 洪佐銘 

2B 林昊 陳耀德 蔡雯靜 

2C 鄧穎琳 文凱欣 陳芷韻 

2D 陳榮龍 陳伯村 梁鈺嵐 

3A 陳志聰 謝嘉俊 何梓健 

3B 余凱鳴 李煥然 羅依婷 

3C 譚心兒 趙月伶 黎其文 

3D 陳偉瀅 李韵怡 江君穎 

4A 李銳峰 林綺晴 李嘉慧 

4B 韓樂遙 湯可悠 伍嘉藍 

4C 李若嵐 葉依霖 陳冰倩 

4D 李佩頴 紀詠詩 歐陽佩珊 

4E 黃偉樑 容春燕 吳志成 

5A 單妍芷 梁梓希 黃佩儀 

5B 彭詠頤 朱肇雯 陳志華 

5C 顏吉安 朱敏霞 林倩瑜 

5D 羅婷君 李苑儀 馬嘉津 

5E 梁玉君 張卓維 譚國華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1A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林朗晴 林倩芙 盧焯輝 

中國語文 蔡梓敏 丘素晶 朱曉嵐 

數學 彭志嘉 王保蒽  姜富文 

通識教育 黎枳彤 
朱曉嵐 高詠心 

繆欣發 
 

中國歷史 蔡梓敏 丘素晶 梁家錫 繆欣發 

綜合科學 利梓賢 盧焯輝 顏業熙 

地理 施婷婷 丘素晶  林倩芙 

歷史 黎枳彤 丘素晶 朱曉嵐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1B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吳智威 繆文詩 黃金雄 

中國語文 
陳玉  勞俊杰 

蘇泳茵 
  

數學 謝浩倫 繆文詩 曾靜欣  

通識教育 蘇泳茵 陳沛元 
曾家瑋 謝浩倫 

謝奕俙 

中國歷史 蘇泳茵 黃業發 陳玉 

綜合科學 黃金雄 謝浩倫 謝奕俙  

地理 蘇泳茵 陳玉 黃金雄 

歷史 蘇泳茵 陳玉 張曉怡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1C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戴永謙 朱灼林 
陳梓健 李樂兒

黃穎儀 

中國語文 羅美琪 陳弋 史綽雯 

數學 林嘉龍 譚裕賢  陳弋 

通識教育 呂諾 陳弋 羅基鴻 吳智誠 

中國歷史 羅基鴻 羅美琪 蔡靜汶 朱灼林 

綜合科學 史綽雯 陳曉雯 朱灼林 羅美琪 

地理 吳智誠 朱灼林 羅基鴻 

歷史 史綽雯 馮清廉 羅美琪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1D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蔣澤楠 陳偉潼  梁嘉寶 

中國語文 陳偉潼 蕭綽瑩 蔣澤楠  

數學 曾廣健 林寶龍 李卓倫  

通識教育 賴泓達 朱清霞 王浩賢 

中國歷史 賴泓達 劉榮錦 梁福慧 

綜合科學 林寶龍 賴泓達 李卓倫 

地理 吳綺琦 賴泓達 陳偉潼 

歷史 賴泓達 陳偉潼 顏爾豪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2A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葉曼琪 洪佐銘 周嘉雋 黃浩銘 

中國語文 黃雅妍 黃浩銘 周嘉雋 

數學 洪佐銘 周嘉雋 黃浩銘  

通識教育 祝凱傑 黃浩銘  文迪祺 黃雅妍 

中國歷史 朱思嘉 鍾志穎 鄭明僖 彭嘉敏 

綜合科學 黃浩銘 朱思嘉 周嘉雋 許宇翹 

地理 黃浩銘 洪佐銘 周嘉雋 蔡沙沙 

歷史 祝凱傑 鄺彥婷 周嘉雋 黃浩銘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2B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林昊 戴彩冰 劉思志 

中國語文 陳耀德 梁澤朗 林昊 

數學 陳思蓓 陳健絡  吳滔  

通識教育 江宇喬 
陳耀德 郭佩怡

岑潘彭 
 

中國歷史 麥嘉浩 陳耀德 鄭毓婷  

綜合科學 
蔡雯靜 徐廷亨

姚文意  
  

地理 陳致緣 梁賜華  麥嘉浩 岑潘彭 

歷史 岑潘彭 
蔡雯靜 黎耀燊

林昊 麥嘉浩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2C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鄧穎琳 麥嘉洋  陳映琳 

中國語文 張友安 曾嘉儀 黃國樑 

數學 鄧穎琳 陳栢霖 文凱欣 

通識教育 鄧穎琳 

陳詠婷 蘇健輝 

姚芯兒 
 

中國歷史 鄧穎琳 蘇健輝  曾嘉儀 

綜合科學 李嘉濠 鄧穎琳 曾嘉儀  

地理 鄧穎琳 周錦恒 蘇健輝 

歷史 陳詠婷 蘇健輝 楊子毅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2D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胡灝澄 楊雨希 
陳榮龍 莊文龍 

劉瑞賢 

中國語文 陳榮龍 陳伯村 葉嘉鴻 劉瑞賢 

數學 胡灝澄 劉志城 鄧皓禧 

通識教育 梁鈺嵐 蔡心儀 林瑞美 李振邦 

中國歷史 鄧皓禧 周子喬 劉志城 

綜合科學 梁鈺嵐 陳伯村 陳榮龍  

地理 李振邦 
蔡心儀 梁鈺嵐 

莫炳澎 楊雨希 
 

歷史 蔡心儀 劉志城 鄧皓禧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3A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志聰 陳琬晴 林偉濠 

中國語文 陳志聰 蔡寶儀 顏梓豐 

數學 梁展臻 
黎子華 林俊材

黃廷濠 
 

通識教育 仇富深 顏梓豐 文卓琳 

中國歷史 文卓琳 林書宇 袁偉達 

物理 何梓健 謝心如 李耀倫 

化學 謝嘉俊 何梓健 陳志聰 

生物 謝嘉俊 陳志聰 黃廷濠 

地理 袁偉達 李耀倫 黎子華 謝嘉俊 

商業 黃廷濠 毛彧 林書宇 謝嘉俊 

經濟 李耀倫 顏梓豐 黎子華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3B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羅依婷 馬家婷 彭碩墉  

中國語文 李煥然 劉家豪 韓穎 

數學 余凱鳴 鄭淳薰 黃德潤 

通識教育 余凱鳴 何冠橋 羅依婷  

中國歷史 黃德潤 羅卓立 余凱鳴 

物理 鄭淳薰 朱瞬嵐 陳駿傑 

化學 朱瞬嵐 鄭淳薰 李煥然 

生物 黃豈華 張俊文 鄭淳薰  韓穎 

地理 鄭淳薰 羅依婷 李煥然  

商業 鄭淳薰 王珊珊 韓穎 杜乾禧 

經濟 劉家豪 羅依婷 張俊文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3C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趙月伶 譚心兒 黎其文 

中國語文 顧家偉 華國榮 蕭景新 譚心兒 

數學 譚心兒 陳俊丞 華國榮 

通識教育 趙月伶 楊皓婷  譚心兒 

中國歷史 譚心兒 施勁超 蔡家駿 石振民 

物理 譚心兒 黎其文 譚凱銘 

化學 
陳俊丞 施勁超 

溫善茹 
  

生物 譚心兒 黎其文 陳俊丞 

地理 陳俊丞 趙月伶 譚心兒 

商業 譚心兒 廖政菁 
梁漪霖 蕭景新 

溫善茹 

經濟 譚心兒 趙月伶 黎其文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3D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英國語文 陳偉瀅 黃曉峰 江君穎 李韵怡 

中國語文 文宇軒 陳偉瀅 陳雅琪 

數學 黃曉峰 陳偉瀅  江君穎 

通識教育 李韵怡 勞梓瑩 陳雅琪 麥嘉文 

中國歷史 李韵怡 江嘉穎 陳偉瀅 

物理 黃曉峰 陳偉瀅 林樂言 

化學 李韵怡 江君穎 陳偉瀅 

生物 李韵怡 文宇軒  江君穎 林樂言 

地理 李韵怡 林樂言 江君穎 

商業 符巧兒 麥嘉文  李韵怡 

經濟 
李韵怡 勞梓瑩 

文宇軒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4A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郭杰駿 張慧霖 李嘉慧 李銳峰 

英國語文 李嘉慧 李銳峰  黃燕媚 

數學 李銳峰 高浩麟 林綺晴 

通識教育 林綺晴 徐子瑩  
高浩麟 李銳峰

黃慧霖 

    
    

4B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伍嘉藍 韓樂遙 文加怡 

英國語文 陸曉嵐 文加怡 李瑩瑩 

數學 張文軒 黃文輝 湯可悠 

通識教育 韓樂遙 彭詠彤  湯可悠 衛國森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4C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麥智成 溫海瞳 劉智珩 

英國語文 陳冰倩 翁觀婷  麥智成 

數學 劉智珩 李若嵐 邱傑煒 

通識教育 葉依霖 溫海瞳 
陳冰倩 譚曉詩 
蔡瑋琍 王愷恬 

翁觀婷 

    
    

4D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余衍霖 紀詠詩 李佩頴  

英國語文 郭麗珊 
紀詠詩 李穎晴

李佩頴 
 

通識教育 李穎晴 廖李琳  張仟穎 郭麗珊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4E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鄺佩茵 容春燕 黃偉樑  

英國語文 
陳沛霖 彭家豪 

容春燕 
  

數學 容春燕 曾憲森  李嘉文 

通識教育 張小婷 鄺佩茵  
馮燕盈 彭家豪

林丹淇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中四級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數學(4C,4D) 4D 紀詠詩 4D 歐陽佩珊 
4D 蔡騰飛 
4D 李佩頴 

中國歷史(B1) 4E 鄺佩茵 4E 彭亞妹 4E 林丹淇 

物理 - 中(B1) 4E 鄧啟成 4A 李銳峰 
4D 廖駿賢 
4E 黃偉樑 

物理 - 英(B1) 4D 歐陽佩珊 
4D 林衍宗 
4D 吳家謙 

 

化學(B2) 4A 李銳峰 4D 李佩頴 4D 蔡騰飛 

生物(B1) 4E 曾憲森 4E 林美寶 4E 吳志成 

生物(B2) 4E 陳皓夢 
4D 紀詠詩 
4E 黃偉樑 

 

地理(B2) 
4E 吳志成 
4E 彭家豪 

 4D 曾浩軒 

經濟 - 中(B2) 4A 李嘉慧 4A 文淇鋒 4D 郭麗珊 

經濟 - 英(B2) 4D 歐陽佩珊 4D 李穎晴  

資訊及通訊科技(B1) 
4A 陳曉峰 
4D程志康 

 4D 陳駿樂 

旅遊與款待(B1) 4D 李穎晴 4C 溫海瞳 4C 蔡瑋琍 

視覺藝術(B2) 
4B 韓樂遙 
4B 羅惠敏 
4B 黃雪麗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1) 

4C 陳冰倩 4C鍾曉霖 4D 廖李琳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2) 

4E 彭亞妹 4E 馮燕盈 4C 王智業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5A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王澤豪 曾詩雯 朱健淙 

英國語文 曾詩雯 單妍芷 王澤豪 黃佩儀 

數學 單妍芷 梁梓希 朱健淙 江美琳 

通識教育 嚴杏意 黃佩儀 
梁梓希 蘇晃賢

余詠欣 

 

 

5B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王俊嫻 陳志華 朱肇雯 

英國語文 朱肇雯 戚可盈 劉倩瑩 

數學 彭詠頤 伍文鋒 朱肇雯 

通識教育 朱肇雯 湯建萍  

陳嘉茹 何景星 

彭詠頤 黃可浚 

王裕鈞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5C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顏吉安 朱敏霞 馮雅雯 

英國語文 丁俊元 
蔡曉慧 何健釗 
顏吉安 

 

數學 顏吉安 譚子維 胡立斌 

微積分與統計 M1 梅康彥 孫淯蔚 麥惠敏 譚子維 

通識教育 麥惠敏 
林倩瑜 黃海兒
顏吉安 

 

 

 

5D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羅婷君 馬嘉津 陳遠珊 

英國語文 李均蔚 羅婷君  譚景虹 

數學 文沛康 羅婷君 郭俊南 

通識教育 羅婷君 文嘉穎  張偉傑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    

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5E 班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語文 梁玉君 葉嘉茵 李墡雯 

英國語文 李國章 余樂思  許劍霆 黃子芹 

數學 譚國華 梁聖長 張卓維 

通識教育 張卓維 梁聖長  梁婷婷 吳綽庭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統一測驗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各科成績龍虎榜    

中五級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中國歷史(B2) 5A嚴杏意 5E鄒詠怡 5E 楊志濠 

物理(B1) 
5C 譚子維 
5C顏吉安 

 5C 麥家僖 

化學(B2) 
5C胡立斌 
5C顏吉安 

 5C梅康彥 

生物(B1) 
5B 吳文軒 
5C胡立斌 

 5C丁俊元 

生物(B2) 5C 林倩瑜 5C 麥惠敏 5A單妍芷 

地理(B1) 5E 張卓維 5E 譚國華 
5E鄒詠怡 
5E 梁玉君 

經濟(B2) 5C 朱敏霞 5A 陳嘉琳 5C 廖嘉文 

資訊及通訊科技(B1) 5C梅康彥 5B 陳志華 5D 譚景虹 

旅遊與款待(B1) 5A 黎月章 
5A 曾詩雯 
5E 梁婷婷 

 

視覺藝術(B2) 5C 高凱澄 5A余詠欣 
5B 吳文軒 
5D 陳美妍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1) 

5C 林倩瑜 5C 麥惠敏 5A單妍芷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B2) 

5C 譚子維 5C 譚偉城 

5A 曾詩雯 
5A 黃佩儀 
5C 黃聖福 
5C孫淯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