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020-2021 年度考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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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瑋城 陳海欣 彭薪宇 
英文科 陳海欣、吳瑋城 關文皓 張熙琳、盧思穎 

數學科 關文皓 吳瑋城 張熙琳 
常識科 吳瑋城 陳海欣 關文皓 

1B 中文科 阮竣晞 王子君 林淽霖 
英文科 王晞兒 阮竣晞 朱姵慈 

數學科 丘雅澄 王晞兒、阮竣晞 蕭思齊 

常識科 阮竣晞 林淽霖、丘雅澄 王子君 
1C 中文科 秦穎怡 丘澤 池鎮東 

英文科 蔡恩而 杜庭宇 秦穎怡、劉森瑩 

數學科 蔡恩而、丘澤 伍裔衡、譚鑒城 
陳尹雋、池鎮東 

劉森瑩 

常識科 秦穎怡 蔡恩而 黎寶誠、伍裔衡 
1D 中文科 方杏甜 李采萱 吳雋熙 

英文科 陳樂、方杏甜 劉念鸉 李采萱 
數學科 李采萱 方杏甜 劉念鸉 

常識科 方杏甜 吳雋熙、尹寶毅 陳樂、鄭寒怡 
1E 中文科 方昶傑 莫梓榆 方昶雅 

英文科 方昶傑 陳智琛 方昶雅 
數學科 袁一樹 方昶傑 莫梓榆 

常識科 袁一樹 李芷瑩 方昶傑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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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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泊斳 郭希瑜 雷鈞涵 
英文科 何泊斳 郭希瑜、梁景銓 陳悅、庄致源 

數學科 孫萌 鄧善雯、袁朗 何鈺宁 

常識科 何泊斳 
鄧善雯、郭希瑜 
雷鈞涵、文凱嵐 

趙潔盈 

5B 中文科 黃俊杰 趙紋溪 陳泳琦 

英文科 趙紋溪 伍靖妍 卞子俞 
數學科 賈子湟 黃俊杰、趙紋溪 卞子俞 

常識科 廖嘉灝、黃俊杰 陳博熙、黃子希 伍漪澄、趙紋溪 
5C 中文科 邱卓瑤 朱佳琦 麥芯蕾 

英文科 巢馨元 邱卓瑤 歐陽博彥、李智榮 
數學科 袁知行 王繹禕 歐陽博彥 

常識科 
歐陽博彥、鄺子謙 

袁知行 
王繹禕 邱卓瑤 

5D 中文科 羅琬嵐 曾兆傑 盧雯琪 
英文科 歐陽博謙 曾兆傑 何景軒 

數學科 陳彥齊 方冠 金奕誠 
常識科 曾兆傑 孔梓軒、陳彥齊 羅琬嵐 

5E 中文科 陳力軒 麥楊淇鈞 湯昊龍 
英文科 楊子楓 周曦淳 趙朗傑 

數學科 黃靖惠 陳力軒 麥楊淇鈞、楊子楓 
常識科 陳力軒 何宇洋 麥楊淇鈞 

5F 中文科 關學明 羅栩妍 陳晞進 
英文科 李采司 陳晞進 陳加奈 

數學科 張冉 柯雅晴 楊穎涵 
常識科 洪國軒 李采司、廖苡晴 余仁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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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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宇靖 符梓洛 劉澤斌 
英文科 張宇靖 田學祥 勞柏臻、劉律曦 

數學科 
勞柏臻、田學祥 

張宇靖 
林琳、彭子瑞 

劉律曦、劉澤斌 
張美希 

常識科 符梓洛、林藝格 張宇靖 劉澤森 
6B 中文科 陳柏熙 郭詩涵 張伊慧 

英文科 鄧浩言 丁煒晴 郭詩涵 

數學科 
杜德笙、郭詩涵 

周辰立 
丁煒晴、林麗可 羅子墨、黃若軒 

常識科 郭詩涵、宋姿瑩 丁煒晴、周辰立 
陳祺祥、黃若軒 

張和 

6C 中文科 關炯明 孫文淵 王智斌 
英文科 黃晉陽 譚啟豪 王智斌 

數學科 陳錦湖 關炯明、黃晉陽 余政潮 
常識科 關炯明 林詩詠 王智斌 

6D 中文科 巢琬梓琪 吳卓曦 陳諾 
英文科 巢琬梓琪 吳駿穎 吳映漪 

數學科 陳諾 巢琬梓琪 吳卓曦 
常識科 巢琬梓琪 吳卓曦 王浩彬 

6E 中文科 李樂澄 張禧霖 賴婷玉 
英文科 劉湘遙 賴婷玉 李樂賢 

數學科 陳祖鵬 董巧晴、鄭向閏 賴婷玉 
常識科 張禧霖 李樂澄 何梓豪、鄭向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