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期考一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中文科 余俊延、張倍銘 鄧博曦、魏浚騰 林麗欣、湯子瑩 
英文科 鄧博曦 韋姿羽 林麗欣 

數學科 鄧博曦 林麗欣 韋姿羽、余俊延 
常識科 鄧博曦、張倍銘 韋姿羽、魏浚騰 勞茜筠、閆子堯 

1B 中文科 趙紋媗 劉駿軒 周殷樂 
英文科 趙紋媗 劉駿軒 冼楚瑜 

數學科 黎俊升 梁卓棟 
周殷樂、劉駿軒

冼楚瑜 
常識科 劉駿軒 冼楚瑜 林可棟、趙紋媗 

1C 中文科 歐陽日晞 龔德海 曾寶怡 
英文科 歐陽日晞、劉澤楷 龔德海 林向日 

數學科 彭城輝 
歐陽日晞、周梓量 

林子君 
林向日、廖逸朗 

鍾振豪 

常識科 彭城輝 邢維恩 劉思熒 
1D 中文科 卞子希 周殷彤 鄧健烽 

英文科 周殷彤 顧文麒 符綺桐、李嘉偉 
數學科 劉峻瑜 李嘉偉 顧文麒、丘聖諾 

常識科 顧文麒 李嘉偉 鄧健烽 
1E 中文科 吳佩螢 李霆謙、王紫希 李城歷 

英文科 林浚霆 王卓峯 趙洋 

數學科 李城歷 
容樂行、王紫希 
王畯賢、趙洋 

李霆謙 

常識科 王畯賢 王紫希 陳鯢晴、趙洋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期考二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A 中文科 李彥彤、林汶靜 陳涵茜 潘俊宇、蘇湘淩 
英文科 潘俊宇、蕭仲昕 劉騫雅 林汶靜、蘇湘淩 

數學科 劉騫雅 吳珮珈 朱南穎 

常識科 
陳涵茜、林汶靜 
吳珮珈、潘俊宇 

李彥彤 蕭仲昕 

2B 中文科 黃蘊蓓 沈婧媛 常皓月 
英文科 黃蘊蓓 常皓月、李梓匡 徐展澄 

數學科 李梓匡 
陸冠延、敖志誠 

張翌寒 
陳家樂 

常識科 黃蘊蓓 徐展澄 曾穎童 
2C 中文科 張瑾萱 楊駿騁 趙欽文 

英文科 張瑾萱、趙欽文 伍紹熙 鄭皓 
數學科 楊駿騁 鍾霈恒、吳文嘉 林熙晉、趙欽文 

常識科 趙欽文 呂家悅、張瑾萱 張芯婧、楊駿騁 
2D 中文科 李彥樺 徐亦廷、曾穎詩 王敏曦 

英文科 王敏曦 何卓殷、蘇珮然 李彥樺 
數學科 許景昇 揭雅涵、曾穎詩 蘇珮然 

常識科 高子城 陳曉琪、許景昇 揭雅涵、王敏曦 
2E 中文科 王南蘭 何芷葵 陳皓喬 

英文科 陳皓喬、許瀚軒 黃兆華 王南蘭 
數學科 黃兆華、王南蘭 何芷葵 高沁炎 

常識科 陳皓喬、王南蘭 黃兆華 
高沁炎、何芷葵 

潘家齊 

2F 中文科 楊云皓 李尉琛 梁凱儀 
英文科 陳穎恩 梁凱儀 謝承珈 

數學科 臧思哲 楊云皓 梁凱儀 
常識科 梁凱儀 李尉琛、臧思哲 刁秉舜、楊云皓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期考三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3A 中文科 何泊斳 翟方語、趙紋溪 黃俊杰、庄致源 

英文科 何泊斳 
區栢曦、廖嘉灝 

趙紋溪 
翟方語 

數學科 黃俊杰 卞子俞 
何泊斳、郭希瑜 

聶博謇 

常識科 何泊斳 黃俊杰 趙潔盈、翟方語 
3B 

中文科 麥芯蕾 彭伊諾 
莊皕麟、柯雅晴 
李鑫宇、李峥 

謝靈兒 
英文科 李采司 梁景銓 陳悅 

數學科 柯雅晴、梁景銓 李鑫宇 麥芯蕾 
常識科 彭伊諾 陳悅、甘丞晉 王俐嫚 

3C 中文科 葉益威 林子瑤 黃靜雅 
英文科 黃靜雅 何宗倫 李銘鴻 

數學科 葉益威 吳文晰 何宗倫 
常識科 葉益威 林子瑤 關學明 

3D 中文科 張馨予 李明鑫 鄺子謙 
英文科 張馨予 劉若初 李明鑫、黃靖惠 

數學科 袁知行 李卓穎 鄺子謙 
常識科 鄭寒非 李卓穎 歐陽博彥 

3E 中文科 何鈺宁 賈子湟、孫萌 劉芷妡 
英文科 李智榮 伍靖妍 劉芷妡 

數學科 孫萌 李智榮、廖苡晴 鄭翰洋 
常識科 何鈺宁 廖苡晴 凌婭瑋、鄭翰洋 

3F 中文科 朱佳琦 伍漪澄 湯昊龍 
英文科 伍漪澄 趙朗傑 劉仲元 

數學科 湯昊龍 洪國軒、朱佳琦 何芷澄 

常識科 
劉仲元、羅仲熙 

朱佳琦 
何芷澄、關卓邦 湯昊龍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期考四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A 中文科 劉澤斌、張宇靖 郭詩涵 宋姿瑩 
英文科 張宇靖 符梓洛 郭尤菲 

數學科 張宇靖 陳樂遙、郭尤菲 劉澤斌、張和 
常識科 陳祺祥 郭尤菲、張宇靖 陳棨宇、歐燕瑤 

4B 中文科 孫文淵 蔡子朗、吳佳南 聶梓陽 
英文科 朱琳 黃梓銘 吳映漪 

數學科 吳佳南 朱琳、陳諾 蔡子朗、吳思思 
常識科 蔡子朗 吳卓曦 吳佳南 

4C 中文科 彭子瑞 陳可樂 賈鴻博 
英文科 鄧浩言 吳駿穎 勞柏臻 

數學科 周辰立 林家耀、彭子瑞 潘念祖、夏陽笙 
常識科 周辰立 林家耀、鄧浩言 陳可樂 

4D 中文科 楊善如 黃洋 劉澤森 
英文科 楊善如 聞瑋辰 劉澤森 

數學科 黃洋 劉澤森 張城荣 
常識科 劉澤森 郭希雨 陳潤霖 

4E 中文科 鍾霈然 李樂澄 黃駿杰 
英文科 劉敏妍 鍾霈然 張禧霖 

數學科 黃駿杰 江琴愛、羅子墨 萬駿霆 
常識科 李樂澄、黃駿杰 張禧霖 劉敏妍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期考五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5A 中文科 劉欣如 林雯玥 張紫鵑 

英文科 
孫慧珊、謝珈晉

張紫鵑 
趙芷瑩、黃琰婷 劉伊悅 

數學科 
陳臨翰、黃士豪
謝珈晉、張自顯 

付量彤、李宜臻 賴葉桐、劉伊悅 

常識科 陳臨翰 
賴寶錡、謝珈晉 
張自顯、鄭年琛 

黃士豪、李錦城 
李佑琪、劉伊悅 

張紫鵑 

5B 中文科 張珈逢 蔡志鋒 王欣妍 
英文科 楊梓誠 陳丁熒 鄭雪彤 

數學科 鄭雪彤 張珈逢 陳浩弘 
常識科 鄭雪彤 楊梓誠 郭子鋒 

5C 中文科 鄔家舜 梁富珍、劉嘉銘 謝家銘 
英文科 鄔家舜 劉嘉銘 謝家銘 

數學科 梁富珍 劉嘉銘 魏樂恒 
常識科 鄔家舜 謝家銘 李牧家、蘇靖涵 

5D 中文科 蔡富韜 傅家樂 蔡芷欣、趙玥晴 
英文科 蔡富韜 郭尤安、溫顯南 屈頌殷 

數學科 鄧亦銳、蔡富韜 譚穎軒 傅家樂 
常識科 鄧亦銳 蔡芷欣 趙玥晴 

5E 中文科 廖俊茗 梅展源 麥靖尉 
英文科 陳梓峻 蔡睿琪 巫泳賢 

數學科 
陳昭曦、林志亮 

梅展源 
廖俊茗、溫建銘 馬綽謙、巫泳賢 

常識科 梅展源 麥靖尉 王思媛 
5F 中文科 張雅今 湯力維 黃雅媛 

英文科 侯伊布 周語嫣、湯力維 張雅今 
數學科 林雨涵 張雅今 湯力維、楊雨嘉 

常識科 湯力維 王卓源 劉志強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期考六年級科目龍虎榜 

 
班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A 中文科 張芳譽 龐希熙 黃威霖 

英文科 李卓男 張芳譽 
何卓衡、龐希熙 

尤思明 

數學科 劉泓溢、馬凱威 龍思羽 龐希熙 

常識科 黃威霖 
周璟汶、傅譊月 

何卓衡 
馬凱威、尤思明 

6B 中文科 盧婧穎 羅浚諾 韓寅 

英文科 趙思嘉 羅浚諾 蔡嘉駿 
數學科 蔡嘉駿 呂宇燿 廖梓鋒 

常識科 陳語桐 呂宇燿 韓寅、盧婧穎 
6C 中文科 曾雅琪 鄭嘉訊 胡安愉 

英文科 陸穎勤 吳慧欣 胡安愉 
數學科 陸穎勤 吳慧欣 劉鵬 

常識科 陸穎勤 湛崇立 曾雅琪、鄭嘉訊 
6D 中文科 趙一鳴 麥凱螢 徐嘉淇 

英文科 石銘樂 
趙一鳴、朱智恒

黎愷頤 
徐嘉淇 

數學科 朱錦浩 凌芷茵 趙一鳴、莊境軒 
常識科 莊境軒 石銘樂 趙一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