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F1-F6 Annual Results 中一至中六級全年成績 

各級首十名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按 
各 
級 
別 
名 
次 
先 
後 
順 
序 
排 
列 

1 1D 周卓銘 2B 林雨辰 3C 翁博瑜 4E 彭尚昊 5B 周宇宸 6D 陳庭晉 

2 1D 許家寧 2B 周祉禧 3C 丘欣巧 4D 劉傳鈞 5D 溫立峰 6B 黃樂衡 

3 1D 劉思妤 2A 翁晨怡 3D 林美彤 4B 余  晏 5D 俞俊謙 6E 李俊彥 

4 1D 馮熙旻 2A 徐浚皓 3D 李朗曦 4D 劉愷瑩 5D 翁榮俊 6D 陳廷軒 

5 1D 王家兆 2B 黃楒逾 3C 何傑晉 4D 黃淑音 5B 劉慧珊 6D 李梓傑 

6 1D 羅卓賢 2A 田震偉 3C 肖湘湘 4C 蔡翠雲 5D 周嘉慧 6B 鄭敬宏 

7 1A 葉智弘 2B 張偉傑 3C 唐智傑 4D 温卓然 5E 傅滌蔚 6D 徐昊賢 

8 1D 吳柏軒 2A 馬培欽 3D 劉國本 4D 梁樂遙 5D 盧浩均 6B 謝熹樂 

9 1D 劉芷沂 2B 林子淇 3C 林元智 4E 黃敬熙 5D 梁灝星 6B 楊家銘 

10 1D 李俊燊 2A 勞廷燁 3C 黃樂榆 4B 梁雯殷 5E 林宇希 6D 張雲峰 

各級科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1D 周卓銘 2B 林雨辰 3C 翁博瑜 4E 彭尚昊 5B 周宇宸 
6B 張佳帆 
6E 林豈樂 

英國語文 1D 周卓銘 2A 徐浚皓 3D 陳浩鳴 4E 彭尚昊 5C 鍾永麒 6D 陳廷軒 

數學 1D 王家兆 2B 林雨辰 3D 林元岳 - - - 

數學（核心課程） - - - 4E 彭尚昊 5D 俞俊謙 6B 黃樂衡 

英國語文藝術 1D 周卓銘 2B 陳  蓁 3C 翁博瑜 - - - 

生活與社會 1D 周卓銘 2B 黃楒逾 3D 林美彤 - - - 

通識教育 1D 周卓銘 2B 周祉禧 3C 何傑晉 4C 蔡翠雲 5B 梁卓怡 6D 陳庭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4B 李沛軒 5B 周宇宸 6B 陳彥彤 

生物 - - 3C 翁博瑜 4D 梁樂遙 5D 周嘉慧 6D 陳庭晉 

化學 - - 3C 翁博瑜 4E 彭尚昊 5D 盧浩均 6D 陳庭晉 

物理 - - 3C 翁博瑜 4D 黃淑音 5D 羅晉珉 6D 陳廷軒 

中國歷史 1D 周卓銘 2B 林雨辰 3C 何傑晉 4C 蔡翠雲 5B 嚴芷琳 6B 費昕豪 

中國文學 - - - 4C 蔡翠雲 5B 嚴芷琳 6C 王紫晴 

經濟 - - - 4B 余  晏 
5B 梁卓怡 
5B 周宇宸 

6B 黃樂衡 

地理 1D 許家寧 2B 林雨辰 3C 翁博瑜 4C 周嘉汶 5C 莊婷婷 6D 陳庭晉 

歷史 1D 許家寧 2B 林雨辰 3C 丘欣巧 4D 柯頌謙 
5B 梁卓怡 
5B 周宇宸 

6B 羅曉浚 

數學(延伸單元 2) - - - 4D 劉傳鈞 5D 溫立峰 6E 李俊彥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4E 彭尚昊 5D 溫立峰 6E 李俊彥 

普通話 1D 許家寧 2B 黃楒逾 3C 林元智 - - - 

科學 1D 許家寧 2B 周祉禧 - - - - 

視覺藝術 - - - 4B 許樂欣 5A 李莉莉 6A 楊樂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