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8 年度下學期   一至五年級段考及六年級呈分試成績龍虎榜  (各班分數及格、最高分之首五名學生 ) 

 

 中  國  語  文  英   文  數   學  

1A 陳含依  盧巧茵  崔昕怡  張雯曦  曹善淇  陳含依  崔昕怡  盧巧茵  陳泳嘉  歐陽諾思  陳含依  陳泳嘉  盧巧茵  歐陽諾思  倪卓軒  

1B 朱珈澄  錢紹軒  杭婭楠  陳安和  溫檸僮  朱珈澄  黃心悠  杭婭楠  趙聞軒  郭逸晞  錢紹軒  朱珈澄  郭逸晞  杭婭楠  黎天揚  黃心悠  

1C 蔣葉涵  周柏喬  王超妍  林柏希  韓子旻  陳嘉熙  陳思瑜  周柏喬  蔣葉涵  李心瑤  周柏喬  蔣葉涵  王超妍  林柏希  鄭凱銘  

1D 何穎婷  何樂怡  朱家鏮  林詩樺  鍾麗君  何穎婷  林詩樺  段知林  朱家鏮  江蕎  鍾慧  段知林  鍾麗君  何樂怡  朱家鏮  

1E 肖泳鈺  劉馨晴  羅嘉欣  葉淳熙  左露妤  韓頌  劉馨晴  羅嘉欣  肖泳鈺  左露妤  左露妤  葉淳熙  劉馨晴  譚晞朗  凌樂童  

2A 劉世博  鄭慧怡  鄧凱恩  蔡文浩  朱珈漩  吳瑞怡  鄭慧怡  楊慧詩  易森喬  容樂津  劉世博  鄭慧怡  楊麗詩  易森喬  楊宗保  蔡文浩  鄧偉恒  

2B 謝咏妍  陳滙智  林奕誠  駱啟宇  范靖妍  林奕誠  范靖妍  石駿瑋  梁伊晴  駱啟宇  楊澤棋  謝咏妍  陳滙智  歐子揚  袁家瑜  林進豪  歐陽兆城  

2C 余麗珍  吳欣怡  何浩樂  江詩蕊  曾尊麟  愛度拉  鍾愷杰  吳欣怡  黃學謙  陳采彤  吳欣怡  葉侗軒  曾尊麟  黃雨星  何浩樂  

2D 張熙宇  胡榮峻  許佳卉  莊孝言  陳奕如  黃焯然  凌啟譽  馮俊軒  莊孝言  陳嘉薇  馮俊軒  張熙宇  胡榮峻  許佳卉  陳希陶  

3A 張梓歆  梁竣銘  李栢煒  付悠然  郭淑怡  李栢煒  肖遠丰  錢華熙  蘇靜妍  汪亦飛  蘇靜妍  李栢煒  陶泆希  汪亦飛  黃鈺晟  黃敏婷  

3B 吳美琳  王政熹  王嫣  阮正軒  林思昀   林思昀  陳海瑞  吳美琳  文樂瑤  李倩怡  阮正軒  吳祉諾  陳海瑞  李倩怡  林思昀  

3C 朱俊鋒  洪思暘  黎家鏗  羅敖森  馮晞琳  陳自然  朱俊鋒  陳婧曦  洪思暘  馮晞琳  朱俊鋒  李鐳  馮晞琳  洪思暘  羅敖森  

3D 曾何滙  陳興盛  張菡清  張靖琳  張嘉怡  張嘉怡  張靖琳  林素琪  陳興盛  曾何滙  林素琪  段博程  馮睿翹  陳興盛  周焯琳  

3E 林俊斌  傅天恩  陳恩希  黎芷僑  林思溢  何珏軒  梁頌恩  傅天恩  林柏宇  黎芷僑  林俊斌  蕭宇哲  敖凱樂  林柏宇  邱焯明  

4A 劉銘哲  吳咏儀  葉曉彤  吳仕佳  譚慧中  吳仕佳  劉銘哲  吳咏儀  黃祈嘉  林詩敏  吳仕佳  吳咏儀  文詩詠  余鎧汶  劉銘哲  

4B 曾埈鑌  黎紫悠  何樂怡  梁倩怡  黃凱晴  亞沙  黃凱晴  安晉煒  黎紫悠  何樂怡  陳梓樂  何樂怡  黃凱晴  亞沙  安晉煒  伍梓裕  

4C 張馨予  蕭梓昕  章熙瑞  李昭怡  伍俊  張馨予  伍浩兒  馬子駿  伍俊  陳金瀅  章熙瑞  張馨予  李昭怡  伍俊  吳偉杰  

4D 廖佩雯  張樂然  黃芷晴  張煥歆  林迪衡  李梓維  林迪衡  鍾晴  張樂然  吳智軒  歐陽兆恩  林子樂  張樂然  李梓維  魏港豪  

4E 蘇煜彬  黃心兒  易銳  黃芷瑩  吳嘉寶  吳嘉寶  易銳  詹悅  蘇煜彬  高澤楠  蘇煜彬  易銳  黃心兒  吳嘉寶  蔡慧琪  

5A 陳子俊  莫宇鵬  吳文嘉  江雨睿  劉夢祚  吳文嘉  郭灝霖  陳子俊  林映淇  張善翔  鄧國希  吳文嘉  陳子俊  郭灝霖  劉偉杰  杜峻熙  

5B 林慧妍  張聞軒  黃楗程  王思鎣  區諾謙  黃楗程  區諾謙  王思鎣  王德堃  任得俐  羅茵倩  王德堃  劉子樂  張聞軒  區諾謙  

5C 梁慧玟  洪思泓  廖子淇  鄧子盈  陸俊輝  梁慧玟  葉朗澄  鄧子盈  洪思泓  張聞庭                                          陸俊輝  黃瀚琳  曾詩雅  鄧子盈  張聞庭  洪思泓  

5D 歐陽兆俞  胡暄珮  夏雪齡  吳欣橋  齊公富  宋彥婷  吳欣橋  夏雪齡  凌慧堯  鄭志盈  吳祉鑠  陳嘉馨  胡暄珮  夏雪齡  齊公富  

5E 吳峻濤  宋子岳  楊偉軒  麥皓霖  譚慧仁  石卓翹  黎倬瑩  丁欣悅  宋子岳  楊偉軒  楊偉軒  林哲新  丁欣悅  麥皓霖  劉信橋  

6A 王家慧  鄭熙瑤  容雅淋  張嘉嵐  廖文軒  王家慧  容雅淋  李曉彤  馮晞琝  鄺家誠  林煒深  容雅淋  劉煜明  王家慧  曾柏霖  

6B 洪思婷  呂慧敏  黃瑩欣  區敏莉  王逸銘   黃瑩欣  洪思婷  羅清悅  王逸銘  區敏莉  呂慧敏  黃瑩欣  張思琪  王逸銘  張皓泓  

6C 黃俊軒  吳東正  楊楚瑤  吳靖童  劉佩珺  翁子茵  吳東正  黃俊軒  劉佩珺  楊楚瑤  霍駿源  黃俊軒  吳東正  袁耀新  梁懿靜  

6D 郭銘詩  王超慧  陳均  施昊揚  劉思慧  郭銘詩  王超慧  黃銘俊  施昊揚  周倩兒  周偉權  樊俊杰  王超慧  黃銘俊  郭銘詩  劉思慧  

6E 莊琳  盧俊亨  李諫秋  黃嘉駿  阮佩荃  孔穎欣  阮佩荃  盧俊亨  莊琳  關佩怡  何祉穎  阮佩荃  李諫秋  黃嘉駿  陳家駱  麥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