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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名稱 學生中文姓名 年級 准考證編號 獎項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朗希 中一級 245 356 金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劉懏漋 中一級 1187 609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承豐 中一級 587 640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皓鈞 中一級 1150 116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梁灝駿 中一級 245 368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周傑臻 中一級 1150 921 金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羅方澔 中一級 899 635 金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張梓皓 中一級 1117 777 金獎 

張祝珊英文中學 蔡沅成 中一級 782 552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何兆龍 中一級 1019 715 金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施威 中一級 779 906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潘鑫怡 中一級 1019 712 金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啟峰 中一級 1117 825 金獎 

拔萃女書院 吳鍶廷 中一級 835 343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黃奕勤 中一級 245 371 金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唐迪恒 中一級 888 137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高耀霖 中一級 710 327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彭慧儀 中一級 1019 720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羅星傑 中一級 1171 375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黃治銘 中一級 1019 759 金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黃子泓 中一級 779 904 金獎 

順利天主教中學 吳境烔 中一級 1104 753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立之 中一級 587 641 金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張樂毅 中一級 1087 259 金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鋈霖 中一級 1117 776 金獎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王嘉珩 中一級 1110 804 金獎 

田家炳中學 張君禮 中一級 1180 946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林朗曜 中一級 245 337 金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曾義涵 中一級 1084 809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胡焯謙 中一級 1116 287 金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陸瑞謙 中一級 888 136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周麟 中一級 1171 378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賴懿朗 中一級 1019 713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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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謝樂仁 中一級 245 357 金獎 

拔萃女書院 張凱盈 中一級 835 348 金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曾俊皓 中一級 1041 204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羅梓寧 中一級 1019 730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殷文韜 中一級 1019 721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張華潮 中一級 1200 834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程韻僑 中一級 1019 767 銀獎 

觀塘官立中學 梁善智 中一級 954 473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彭樂瑤 中一級 1200 835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馮朗賢 中一級 1116 286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區子遵 中一級 1019 71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吳卓軒 中一級 245 358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蔡嘉宜 中一級 245 35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余婧嵐 中一級 1171 377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徐逸揚 中一級 888 434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劉沛睿 中一級 245 360 銀獎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莫振鴻 中一級 846 458 銀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鄭理坤 中一級 1084 825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黃彥程 中一級 779 903 銀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胡靜茹 中一級 909 194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駱柏霖 中一級 1200 781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雷俊軒 中一級 1019 717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鄧鈞濤 中一級 1019 731 銀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黃穎晴 中一級 909 863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陳柏熙 中一級 779 619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栢揚 中一級 587 955 銀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陳柏霖 中一級 1117 829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郭采嬈 中一級 245 362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區富恒 中一級 779 896 銀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林殷同 中一級 909 864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黃凱彤 中一級 1041 20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藹軒 中一級 245 370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天瑋 中一級 1171 698 銀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何耀中 中一級 1039 647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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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謝錦賢 中一級 1166 88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陳令勤 中一級 245 365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博謙 中一級 1019 719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貝朗僖 中一級 587 644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文樂添 中一級 1019 714 銀獎 

觀塘官立中學 陳藹婷 中一級 954 258 銀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李灝堯 中一級 1039 650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周顯諾 中一級 710 326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吳栢欣 中一級 779 901 銀獎 

鄧鏡波學校 陳栢熙 中一級 1177 748 銀獎 

觀塘官立中學 盧梓健 中一級 954 472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柳中彥 中一級 1166 883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莊明杰 中一級 779 25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歐陽栢熙 中一級 245 366 銀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徐嘉豪 中一級 1039 653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黃善瑩 中一級 888 14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王晟梓 中一級 1171 693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傅家樂 中一級 1171 686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李彥嬉 中一級 1019 727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譚曉瑩 中一級 245 361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戚佩瑩 中一級 1116 284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吳子晴 中一級 245 355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鄧凌峰 中一級 888 145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朱健聰 中一級 1200 833 銀獎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張偉浚 中一級 1048 443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張力文 中一級 1041 203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樂遙 中一級 1171 680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林智恒 中一級 1019 718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邱嘉澍 中一級 1171 685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庾悅 中一級 245 367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袁嘉朗 中一級 1019 728 銀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蕭聖哲 中一級 779 905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殷紅鈺 中一級 1010 574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賈小樂 中一級 746 488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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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中學 陳偉杰 中一級 1001 899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廖富淇 中一級 746 500 銀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羅奕濱 中一級 1213 778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張琨狄 中一級 245 369 銅獎 

循道中學 李芷晴 中一級 1001 903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劉晨 中一級 1041 19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趙甫銘 中一級 1171 694 銅獎 

循道中學 梁恩同 中一級 1001 897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陳港安 中一級 737 51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何鎮朗 中一級 1166 884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蔡信行 中一級 779 911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劉卓彥 中一級 1041 199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鄒愷鋒 中一級 587 639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朱子健 中一級 1039 654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王文浩 中一級 587 636 銅獎 

寧波公學 許文希 中一級 1013 915 銅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蕭智軒 中一級 1039 64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陳曉嵐 中一級 1171 67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何澤謙 中一級 888 14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何沛旻 中一級 1171 699 銅獎 

田家炳中學 林栢謙 中一級 1180 950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李梓鈴 中一級 1041 19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林昊謙 中一級 888 144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陳冠希 中一級 779 908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楊采樺 中一級 1019 724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韋嘉琪 中一級 1171 683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陳迪生 中一級 977 125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劉千銘 中一級 1166 89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鈞 中一級 1171 68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陸熙卓 中一級 1171 690 銅獎 

寧波公學 黃曉晴 中一級 1013 91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影晴 中一級 1171 684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鍾鴻熙 中一級 1019 729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伍仙儀 中一級 909 862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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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何尚洭 中一級 245 363 銅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黃梓恒 中一級 1116 285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劉若琳 中一級 245 364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鄭承恩 中一級 888 146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陳俊光 中一級 1171 696 銅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張韻 中一級 899 633 銅獎 

循道中學 陳嘉傑 中一級 1001 900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鄧世宏 中一級 746 487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陳素榕 中一級 1010 572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殷摯晴 中一級 888 148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洪嘉琳 中一級 1084 81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許凱淇 中一級 1171 68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裴亞希 中一級 1248 814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皓翔 中一級 1087 260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蘇璻澕 中一級 1010 57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李宇恆 中一級 888 140 銅獎 

循道中學 方苗虹 中一級 1001 896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霍嘉盈 中一級 1248 71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戴樂 中一級 1171 682 銅獎 

玫瑰崗中學 GURUNG KUSH 中一級 2008 229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毛靖儀 中一級 909 861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黃溢榮 中一級 1171 376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龍廣滔 中一級 1041 196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鄧凌峰 中一級 779 900 銅獎 

滙基書院（東九龍） 鄭洛軒 中一級 1218 513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宋泳誌 中一級 779 897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韋利安 中一級 977 118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岑泓澔 中一級 977 11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黃浚銘 中一級 1171 697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鄭煜 中一級 1019 722 銅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鍾汶希 中一級 1117 828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李美華 中一級 1041 200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張曉君 中一級 1041 195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李嬿詩 中一級 746 491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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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楊夢魚 中一級 888 427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林卓禮 中一級 737 518 銅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薛嘉樂 中一級 972 320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劉珽韙 中一級 1041 201 銅獎 

寧波公學 吳狄安 中一級 1013 914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楊汶熙 中一級 779 907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黃煜灝 中一級 1166 882 銅獎 

德望學校 劉欣怡 中一級 863 145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汪婧雯 中一級 746 493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肖雨欣 中一級 746 494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陳梓恒 中一級 1010 576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黃佳 中一級 1213 780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黃曉鑫 中一級 779 91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陳彥宇 中一級 1166 88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周天怡 中一級 1248 276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于家晞 中一級 888 433 銅獎 

寧波公學 陳崇哲 中一級 1013 918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李佩恩 中一級 888 143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曾琬洛 中一級 1019 757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郭洛嘉 中一級 587 642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王希晴 中一級 1248 715 銅獎 

玫瑰崗中學 楊道豐 中一級 2008 232 銅獎 

循道中學 廖詩蕊 中一級 1001 898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黃詩程 中一級 1041 202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譚竣遠 中一級 779 899 銅獎 

循道中學 梁嫣琳 中一級 1001 895 銅獎 

田家炳中學 謝昊軒 中一級 1180 941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莊子芊 中一級 737 521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張偉賢 中一級 737 523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吳潤傑 中一級 737 522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陳俊熹 中一級 888 139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朱榮澤 中一級 1010 571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張洋 中一級 737 512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蘇千程 中一級 1171 692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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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鍾永恒 中一級 1116 289 銅獎 

田家炳中學 李汶錡 中一級 1180 93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周佩伶 中一級 1171 695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戩貫 中一級 1171 679 銅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何綽曦 中一級 1116 288 銅獎 

循道中學 王柏濤 中一級 1001 901 銅獎 

寧波公學 劉鎮豪 中一級 1013 919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井立媛 中一級 888 138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郭明智 中一級 1087 261 銅獎 

循道中學 鄧寶怡 中一級 1001 905 銅獎 

陳瑞祺（喇沙）書院 漢日謙 中一級 779 90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盧浩樂 中一級 1166 877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彭浪穎 中一級 746 492 銅獎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杜律仁 中一級 737 527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鍾文敏 中一級 746 495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賴泳詩 中一級 746 498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郭金慧 中一級 746 497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黃明金 中一級 1010 573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王熙童 中一級 1213 781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