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真光書院上學期成績優異生名單 
中一級 
1A 林嘉彥   梁 悅   朱穎瑤   王悠中   鍾宛霖 
1B 鄭曉欣   張嘉琳   林玲玲   曾梓澄   柳琬婷 
1C 馮翠瑩   胡詠芯   何栩昕   陳虹秀   王敏晴 
1D 黃沛希   陳凱桐   吳泳汶   黃洛瑤   黃鈺玲 
 
S1 1B 鄭曉欣 1A 林嘉彥 1A 梁悅 1A 朱穎瑤 1B 張嘉琳 
 
中文 1B 陳曉陽 
英文 1A 梁蕥喬 
數學 1B 林玲玲 
普通電腦 1D 鄭鳳鳴 

綜合科學 1B 鄭曉欣 
中國歷史 1D 黃沛希 
綜合人文 1D 黃沛希 
普通話 1C 馮翠瑩 

 
 
中二級 
2A 胡麗璇   文學沂   馬嘉慧   歐陽耀敏  蕭蔚敏 
2B 王巧穎   劉墡怡   劉欣童   林紫韻   丘嘉儀 
2C 林晶晶   黎碧琪   林惠燃   李雨靜   梁慧賢 
2D 馬穎心   卜慧蘭   龍炯慧   蕭曉晴   王綽琪 
 
S2 2B 王巧穎 2A 胡麗璇 2B 劉墡怡 2A 文學沂 2A 馬嘉慧 
 
中文 2A 胡麗璇 
英文 2A 文學沂 
數學 2A 徐奕彤 
普通電腦 2B 李穎欣 

綜合科學 2A 徐奕彤 
中國歷史 2A 鍾凱桐 
綜合人文 2C 黎碧琪 
普通話 2D 龍炯慧 

 
 
中三級 
3A 蘇楓琳   黃嘉欣   鍾美雪   鄭廷晴   梁樂堯 
3B 黃嘉慧   黃語嫣   歐綽妍   李芷蕊   黎英英 
3C 崔曉妍   劉芷瑩   鍾禮瞳   林敏媛   樊穎珊 
3D 陳子君   林萍心   陳滢鈺   梁曉娜   黎綽楹 
 
S3 3D 陳子君 3D 林萍心 3B 黃嘉慧 3D 陳滢鈺 3C 崔曉妍 
 
中文 3A 黃嘉欣 
英文 3B 黃語嫣 
數學 3D 陳子君 
普通電腦 3D 陳子君 
綜合科學 3C 劉芷瑩 

中國歷史 3C 崔曉妍 
歷史 3B 黃嘉慧 
地理 3D 陳子君 
普通話 3D 陳子君



香港真光書院上學期成績優異生名單 
中四級 
4A 何雅咏   林沚欣   盧綺雲   林曉慧   許曉兒 
4B 石方悅   廖朗茹   伍穎瑜   方雪如   李卓琳 
4C 林渝婷   陳巧盈   陳依晴   陳蕙枝   李潔薇 
4D 林嘉珍   張綺庭   姚樂桐   馬芷蕾   周芷晴 
4E 蕭婉儀   羅淑華   余詠芝   黎子澄   黃芊瑜 
 
S4 4B 石方悅 4C 陳依晴 4C 林渝婷 4E 蕭婉儀 4A 林沚欣 
 
中文 4C 林渝婷 
英文 4B 何家欣 
數學 (必修部分) 4B 石方悅 
數學 (單元一) 4C 陳依晴 
通識教育 4E 蕭婉儀 
資訊及通訊科技 4C 陳巧盈 
生物 4E 蕭婉儀 
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4A 林沚欣 

化學 4B 石方悅 
物理 4C 李潔薇 
中國歷史 4B 馮安妮 
歷史 4A 何雅咏 
地理 4A 吳潔盈 
經濟 4B 楊穎儀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4C 陳依晴 
視覺藝術 4B 王琛瑤

 
中五級 
5A 關暄樅   黃敏熙   鄭詠瑤   潘靖雯   顧樂施 
5B 向紫晴   何煒婷   許雅雯   郭曉晴   容宛翎 
5C 蘇令翹   梁嘉潼   周芷瑩   張綽甄   梁梓唯 
5D 王慧琳   黃可可   陳倩盈   蕭素儀   鄭詠蒔 
5E 葉子瑜   胡均怡   梁烙雯   邱惠筠   黃泳翹 
 
S5 5E 葉子瑜 5A 關暄樅 5E 梁烙雯 5E 胡均怡 5E 余安生 
 
中文 5A 關暄樅 
英文 5E 葉子瑜 
數學 (必修部分) 5E 邱惠筠 
數學 (單元一) 5E 盧炫穎 
通識教育 5A 潘靖雯 
資訊及通訊科技 5E 梁烙雯 
生物 5A 關暄樅 
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5E 盧沅羚 

化學 5E 胡均怡 
物理 5E 盧炫穎 
中國歷史 5B 黃裕恩 
歷史 5B 容宛翎 
地理 5E 余安生 
經濟 5A 黃展茵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5A 黃展茵 
視覺藝術 5E 楊皓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