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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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彥衡 小一級 680 389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丘蕊嘉 小一級 592 924 金獎 

拔萃女小學 譚亦孜 小一級 212 334 金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李建輝 小一級 536 848 金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連樂言 小一級 581 907 金獎 

九龍禮賢學校 楊沚謙 小一級 339 123 金獎 

黃埔宣道小學 李思朗 小一級 109 527 金獎 

啓思小學 譚順勤 小一級 205 596 金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許以康 小一級 281 144 金獎 

九龍塘宣道小學 洪鈞淳 小一級 106 107 金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梁顥耀 小一級 258 476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楊子欣 小一級 587 566 金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陳晞旼 小一級 476 797 金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伍軒尚 小一級 476 161 銀獎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馮展弘 小一級 211 104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梁日峯 小一級 562 789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林德熹 小一級 587 569 銀獎 

天主教明德學校 黃舜匡 小一級 392 178 銀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譚梓希 小一級 593 757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趙汝桐 小一級 503 524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練心慈 小一級 245 151 銀獎 

瑪利曼小學 孫睿思 小一級 391 103 銀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劉愷琳 小一級 476 790 銀獎 

拔萃女小學 揭天蘊 小一級 212 335 銀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劉樂熹 小一級 476 79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林德諾 小一級 587 571 銀獎 

拔萃女小學 湯頌恩 小一級 212 333 銀獎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杜琪峰 小一級 2016 138 銀獎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吳愷庭 小一級 634 934 銀獎 

合一堂學校 韓思羽 小一級 304 271 銀獎 

嘉諾撒小學 陳欽宇 小一級 139 757 銀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翁梃熙 小一級 427 141 銀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曾尚鉦 小一級 427 411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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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劉奕琛 小一級 479 614 銀獎 

新加坡國際學校 管滙 小一級 522 766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劉卓知 小一級 120 712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建丞 小一級 518 246 銀獎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施烺熙 小一級 241 931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湯善詠 小一級 437 434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李焯翹 小一級 281 146 銀獎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錢奕橋 小一級 528 813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張銘諾 小一級 342 497 銀獎 

道教青松小學 盧子樂 小一級 621 179 銀獎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關皓日 小一級 552 894 銀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譚詠心 小一級 119 563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梁維峻 小一級 245 479 銀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潘熙朗 小一級 366 514 銀獎 

救恩學校 朱智德 小一級 323 615 銀獎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陳敬森 小一級 241 133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黎卓霖 小一級 665 373 銅獎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郭銘浠 小一級 475 841 銅獎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劉嘉悦 小一級 507 177 銅獎 

聖若瑟小學 鄭湛蓁 小一級 585 937 銅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林子揚 小一級 476 151 銅獎 

真鐸學校 羅雋軒 小一級 198 787 銅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陳奕銘 小一級 681 384 銅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袁樂軒 小一級 162 15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湯頌謙 小一級 587 576 銅獎 

己連拿小學 張芷悠 小一級 249 761 銅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李浚一 小一級 164 153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邱欣然 小一級 587 570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侯駿賢 小一級 437 991 銅獎 

保良局建造商會學校 王梓宏 小一級 2027 691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姚淳僖 小一級 587 567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王承鏗 小一級 281 143 銅獎 

九龍塘宣道小學 謝皓軒 小一級 106 433 銅獎 

大坑東宣道小學 羅婧丹 小一級 108 13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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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黃意晴 小一級 611 134 銅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黃舜謙 小一級 476 793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洺銦 小一級 587 573 銅獎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何韶堃 小一級 429 512 銅獎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伍凱晴 小一級 531 805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徐景嵐 小一級 399 318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鄺念祈 小一級 587 57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鄺念信 小一級 587 575 銅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梁凱琳 小一級 615 949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鄒卓男 小一級 399 297 銅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胡依嵐 小一級 654 570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子樂 小一級 562 778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李穎揚 小一級 281 147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陳森 小一級 124 206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廖乙橦 小一級 587 568 銅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程柏頤 小一級 581 905 銅獎 

港大同學會小學 鄭殷晴 小一級 282 632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恩錡 小一級 562 784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李浩嵐 小一級 399 283 銅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葉曉晴 小一級 291 77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莫迪琳 小一級 281 145 銅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盧禮然 小一級 467 507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呂沚霖 小一級 281 421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敬彥 小一級 366 510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彭子墨 小一級 399 304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曹家銣 小一級 399 528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黄思杰 小一級 204 521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湯宇涵 小一級 401 257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