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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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丁灝霆 小三級 120 544 金獎 

喇沙小學 陳穎朗 小三級 351 625 金獎 

華德學校 洪樂軒 小三級 125 686 金獎 

聖若瑟小學 李衍俊 小三級 585 935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馬天欣 小三級 605 743 金獎 

英華小學 李昀霖 小三級 689 178 金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陳宥維 小三級 581 526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李文碩 小三級 157 149 金獎 

拔萃女小學 陳俙而 小三級 212 336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郭家叡 小三級 383 125 金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呂承康 小三級 281 177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薛諾天 小三級 120 540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香信行 小三級 562 476 金獎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王韋珊 小三級 588 997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劉俊城 小三級 390 878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鍾逸康 小三級 605 744 金獎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劉皓銘 小三級 288 766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許津瑋 小三級 616 139 金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余日顥 小三級 366 543 金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陳昕嶠 小三級 593 931 金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高梓灝 小三級 252 580 金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丁韞祺 小三級 204 174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希霖 小三級 383 107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梁芷晴 小三級 120 548 金獎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胡雅淇 小三級 216 451 金獎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鄭丞皓 小三級 414 157 金獎 

黃埔宣道小學 何佳諾 小三級 109 761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鈞浩 小三級 390 877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李嘉琪 小三級 605 745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呂澤昕 小三級 390 130 金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楊頌稀 小三級 116 330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胡智閎 小三級 615 140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陳銘諾 小三級 562 758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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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中心小學 林蒞 小三級 503 532 金獎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錢奕丞 小三級 631 135 金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任晉廷 小三級 116 331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李季孺 小三級 120 524 金獎 

北角官立小學 劉松濤 小三級 401 447 金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馮梓軒 小三級 437 431 金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翟灝昇 小三級 231 974 金獎 

將軍澳官立小學 何璟謙 小三級 637 608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陳浩朗 小三級 120 539 金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張凱光 小三級 206 142 金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筠晞 小三級 685 329 金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陳逸彥 小三級 342 117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謝溢謙 小三級 120 543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施駿樂 小三級 120 553 金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周洛伊 小三級 258 47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汪家毅 小三級 587 603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林偉耀 小三級 124 223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何浩亨 小三級 574 811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卓彥 小三級 574 810 銀獎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劉逸賢 小三級 478 811 銀獎 

華德學校 陳子玄 小三級 125 689 銀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王顥婷 小三級 204 512 銀獎 

滬江小學 黎信樂 小三級 511 999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閆澤昱 小三級 685 324 銀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盧澄鏗 小三級 193 605 銀獎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陳民信 小三級 599 774 銀獎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陳敖瑋 小三級 381 583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文瑋希 小三級 562 707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王頌文 小三級 685 175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李彥諄 小三級 399 282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李卓穎 小三級 116 334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廖恩晴 小三級 120 547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吳宇軒 小三級 401 448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許嘉晉 小三級 390 876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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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仁立小學 陳祉楠 小三級 562 785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曾家樂 小三級 534 88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潘顥洋 小三級 281 168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洪致謙 小三級 116 332 銀獎 

保良局錦泰小學 張晨曉 小三級 426 441 銀獎 

民生書院小學 蘇弘愨 小三級 398 269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葉梓謙 小三級 685 325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洪梓涵 小三級 503 533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左禮賢 小三級 383 106 銀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黃浩峰 小三級 156 932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周浩楠 小三級 383 105 銀獎 

秀明小學 曾學心 小三級 501 328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葉海晴 小三級 587 597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馮皓駿 小三級 342 283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羅浩然 小三級 587 592 銀獎 

光明英來學校 薛梓軒 小三級 348 270 銀獎 

保良局志豪小學 黃麒軒 小三級 428 481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蔡兆鋒 小三級 534 857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許逸靜 小三級 245 155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司徒依林 小三級 675 752 銀獎 

秀明小學 林思寧 小三級 501 330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張倬綱 小三級 116 333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鍾恩樂 小三級 518 266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黃子峰 小三級 518 262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坤泰 小三級 562 275 銀獎 

真鐸學校 李愷津 小三級 198 793 銀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郭歡儀 小三級 101 409 銀獎 

英華小學 黃凱澤 小三級 689 454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劉杰昇 小三級 281 166 銀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林梓晴 小三級 101 395 銀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庄嘉衡 小三級 119 566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戴俊軒 小三級 534 855 銀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明傑 小三級 366 544 銀獎 

真鐸學校 楊梓聰 小三級 198 792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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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天主教小學 朱樂騫 小三級 518 263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黃智睿 小三級 399 514 銀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林以暄 小三級 427 409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李勳騏 小三級 685 330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蔡昊希 小三級 518 264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譽文 小三級 390 127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BAI JASPER 小三級 116 340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李健淩 小三級 677 426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謝瑞芝 小三級 534 887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李駿鴻 小三級 116 337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楊懌 小三級 665 221 銀獎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林寅格 小三級 567 124 銀獎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羅琛喬 小三級 461 674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梁晉維 小三級 281 175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蔡順涵 小三級 401 444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藍焯曦 小三級 399 317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李一澔 小三級 342 708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李奕靜 小三級 503 540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致遠 小三級 319 821 銀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何芷恩 小三級 541 810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吳睿謙 小三級 319 822 銀獎 

蘇浙小學 是天翼 小三級 329 198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楊殷雅 小三級 120 536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伍洛贀 小三級 399 176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蘇渝軒 小三級 665 375 銀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林鑫 小三級 291 963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王藝斐 小三級 120 55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張浩霆 小三級 281 183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冼諾維 小三級 374 367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丘恩怡 小三級 503 541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施綽翹 小三級 116 338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邱俊茗 小三級 665 223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蘇芷琪 小三級 665 161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林晋陞 小三級 204 52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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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關棨瑜 小三級 587 594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信羲 小三級 587 588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洪鴻明 小三級 401 243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瑋昇 小三級 587 60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瑞衡 小三級 587 605 銅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廖樂銘 小三級 342 114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韋俊希 小三級 374 366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柏熙 小三級 685 327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潘嘉謙 小三級 281 167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陳子祺 小三級 374 363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鄭柏曦 小三級 390 875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聶光佑 小三級 407 476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麥卓峰 小三級 116 341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韋啟仁 小三級 587 589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崔炳琦 小三級 665 22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羅煒晴 小三級 319 819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哲 小三級 587 601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愷童 小三級 562 974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郭一鳴 小三級 489 841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郭家悅 小三級 383 123 銅獎 

慈幼學校 吳晉祈 小三級 490 764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培燊 小三級 281 165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曾俊皓 小三級 503 539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柏淇 小三級 587 600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張子樂 小三級 587 604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顏孔倫 小三級 677 422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梁梓皓 小三級 452 500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何瀚良 小三級 437 433 銅獎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馬雋軒 小三級 296 755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楊絡弛 小三級 452 507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蔡溍熙 小三級 383 124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歐豐源 小三級 124 19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苑善 小三級 518 265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黎紋希 小三級 587 591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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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柏德學校 葉學雨 小三級 124 205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焯嵐 小三級 587 599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莊孝哲 小三級 120 743 銅獎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鷲雪 小三級 438 941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丞宥 小三級 675 75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浩灝 小三級 281 170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曉思 小三級 366 545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譚睿智 小三級 534 873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明灝 小三級 390 703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楊晞儀 小三級 124 192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梁炘豪 小三級 281 178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張信妍 小三級 383 122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秦思成 小三級 685 326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袁佒臻 小三級 574 809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蕭偊濤 小三級 587 590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勞俊文 小三級 383 126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羅兆朗 小三級 518 268 銅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黃灝藍 小三級 166 142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陳一寯 小三級 258 468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羅睿晞 小三級 665 224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董沛熹 小三級 437 766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黃梓桓 小三級 534 767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李澤政 小三級 677 42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李梓穎 小三級 675 754 銅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鄧汝達 小三級 291 967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曾品高 小三級 366 541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甘一言 小三級 677 425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葉璟瑤 小三級 281 179 銅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陳俊森 小三級 231 774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林子鋒 小三級 675 747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郭城 小三級 399 314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鍾翹蔓 小三級 675 763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王奕非 小三級 677 428 銅獎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林澤深 小三級 352 578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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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仁立小學 何家豪 小三級 562 280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姚婷芝 小三級 587 593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張曈 小三級 692 682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子棋 小三級 281 172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李澤侗 小三級 374 368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羅鉉揚 小三級 390 119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李熒 小三級 281 176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吳昊軒 小三級 399 296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林葦晴 小三級 587 59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葦航 小三級 518 272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嘉恒 小三級 685 323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朱治林 小三級 124 226 銅獎 

華德學校 關雋樂 小三級 125 687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王家榮 小三級 281 173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李啟誠 小三級 685 328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李天恩 小三級 677 421 銅獎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劉奕晞 小三級 479 613 銅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楊學泓 小三級 584 932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鄭子進 小三級 489 842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曾章航 小三級 518 269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志釗 小三級 319 81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黃瑋基 小三級 692 678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周迦南 小三級 116 335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梁劭熙 小三級 116 339 銅獎 

聖公會主恩小學 劉易熹 小三級 527 798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何柏熙 小三級 384 591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覃焯熙 小三級 399 287 銅獎 

華德學校 鍾正匡 小三級 125 688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吳浩臻 小三級 258 763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盧靖羲 小三級 437 32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潘芷慧 小三級 518 274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龍巧慈 小三級 390 126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趙嶸俊 小三級 675 641 銅獎 

馬鞍山靈糧小學 高展揚 小三級 380 585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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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思恩 小三級 665 377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伍栩儀 小三級 518 267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林凱茵 小三級 401 445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梁嘉朗 小三級 374 365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黎俊宏 小三級 587 606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張立言 小三級 489 839 銅獎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嚴健濤 小三級 265 808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李樂施 小三級 489 840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焯喬 小三級 587 596 銅獎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黃嘉滺 小三級 656 37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丁子殷 小三級 281 180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莫凱盈 小三級 319 81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梁樂晴 小三級 319 818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關家旭 小三級 489 838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