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5 年度各科成績優良同學名單 

各科之冠 

各級各學科考獲最佳成績的同學將獲得由鳳溪公立學校捐贈的「鳳溪公立學校董事

局獎學金」 

中一級 

綜合科學科科獎 1A 陳思頴 

通識教育科科獎 1A 陳思頴 

普通話科科獎 1A 徐穎妍 

中外歷史科科獎 1A 林澤軒 

英國語文科科獎 1A 吳子昊 

美術與設計科科獎 1A 黃詠妍 

中國語文科科獎 1A 曾智文 

體育科科獎 1A 吳宣諭 

普通電腦科科獎 1B 吳寧 

地理科科獎 1B 吳寧 

設計與科技科科獎 1B 袁穎琳 

數學科科獎 1C 楊濚威 

音樂科科獎 1D 侯詠沁 

體育科科獎 1D 林浩 

家政科科獎 1D 楊嘉欣 

 

 

中二級 

數學科科獎 2A 陳澤宏 

通識教育科科獎 2A 劉慧琳 

美術與設計科科獎 2A 廖卓賢 

設計與科技科科獎 2A 廖卓賢 

綜合科學科科獎 2A 廖卓賢 

地理科科獎 2A 吳其駿 

體育科科獎 2A 蘇君怡 

英國語文科科獎 2A 譚文皓 

體育科科獎 2A 曾瑞翔 

中國語文科科獎 2A 蔡天琪 

普通電腦科科獎 2B 劉家俊 

家政科科獎 2C 羅佩詩 

中外歷史科科獎 2C 李俊亨 

音樂科科獎 2D 江綺琪 

普通話科科獎 2D 溫家宜 

 

 

 

 

 

 

 

 

 

 



 

中三級 

音樂科科獎 3A 何曦悅 

體育科科獎 3A 梁文希 

數學科科獎 3A 黃曉哲 

美術與設計科科獎 3A 楊子茵 

生物科科獎 3B 黃錦鴻 

中國語文科科獎 3B 黃錦鴻 

化學科科獎 3B 黃錦鴻 

中國歷史科科獎 3B 黃錦鴻 

普通電腦科科獎 3B 黃錦鴻 

英國語文科科獎 3B 黃錦鴻 

地理科科獎 3B 黃錦鴻 

家政科科獎 3B 黃錦鴻 

世界歷史科科獎 3B 黃錦鴻 

體育科科獎 3B 黃錦鴻 

物理科科獎 3B 黃錦鴻 

普通話科科獎 3B 黃錦鴻 

 

中四級 

數學科模組二科獎 4A 張文兵 

化學科科獎 4A 詹承和 

物理科科獎 4A 詹承和 

經濟科科獎 4A 朱泰仰 

美術與設計科科獎 4A 林學娜 

生物科科獎 4A 李君怡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獎 4B 張權悅 

中國語文科科獎 4B 蔡倩琳 

英國語文科科獎 4B 蔡倩琳 

世界歷史科科獎 4B 曾鈴茹 

通識教育科科獎 4B 曾鈴茹 

數學科模組一科獎 4B 曾鈴茹 

體育科科獎 4B 黃達華 

音樂科科獎 4C 陳淑瑩 

數學科科獎 4C 陳詩璐 

視覺藝術科科獎 4C 詹瑩瑩 

中國文學科科獎 4D 簡潔儀 

地理科科獎 4D 李耀星 

中國歷史科科獎 4D 胡影佩 

體育科科獎 4D 胡影佩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科獎 5A 陳倩冰 

化學科科獎 5A 陳倩冰 

世界歷史科科獎 5A 傅浚銓 

數學科模組二科獎 5A 李家源 

物理科科獎 5A 李家源 

英國語文科科獎 5A 吳雪 

中國文學科科獎 5B 歐凱鈞 

數學科科獎 5B 黃清莉 

數學科模組一科獎 5B 黃清莉 

體育科科獎 5B 黃清莉 

體育科科獎 5B 李康華 

地理科科獎 5B 林淑儀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獎 5B 麥嘉雯 

經濟科科獎 5B 譚利 

通識教育科科獎 5B 譚利 

生物科科獎 5B 曾樂怡 

視覺藝術科科獎 5C 馮嘉慧 

中國歷史科科獎 5C 林嘉欣 

 

中六級 

生物科科獎 6A 李宗融 

經濟科科獎 6A 吳嘉穎 

化學科科獎 6A 鄧劍楓 

數學科科獎 6A 鄧劍楓 

數學科模組二科獎 6A 鄧劍楓 

物理科科獎 6A 鄧劍楓 

視覺藝術科科獎 6A 蔡穎彤 

通識教育科科獎 6A 葉芷晴 

數學科模組一科獎 6B 蔡芯儀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獎 6B 張嘉蕙 

英國語文科科獎 6B 王子其 

體育科科獎 6C 鄧志豪 

中國語文科科獎 6D 葉嘉浩 

中國歷史科科獎 6D 葉嘉浩 

中國文學科科獎 6D 葉嘉浩 

體育科科獎 6D 李賀琳 

世界歷史科科獎 6E 曾茂茹 

地理科科獎 6E 楊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