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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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曾至樂 小二級 319 776 金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淏華 小二級 574 813 金獎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洪羽廷 小二級 418 136 金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蔣熠輝 小二級 581 915 金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陳逸峯 小二級 668 363 金獎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劉浩浚 小二級 571 228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盧浩銘 小二級 587 585 金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盧宏見 小二級 581 767 金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毛霆龍 小二級 342 109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林敬軒 小二級 120 154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李穎琳 小二級 503 526 金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韓依諾 小二級 467 594 金獎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曾皓楠 小二級 211 128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吳希翔 小二級 383 100 金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張嘉謙 小二級 593 929 金獎 

保良局世德小學 林卓彥 小二級 446 396 金獎 

滬江小學 梁皓舜 小二級 511 100 金獎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李恩浩 小二級 533 900 金獎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徐讚科 小二級 544 844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方澤楷 小二級 503 525 金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明宥莉 小二級 255 265 金獎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鄧朗然 小二級 418 413 金獎 

英華小學 施仲澧 小二級 689 453 金獎 

九龍塘宣道小學 龔辰煊 小二級 106 105 金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銳珈 小二級 680 388 金獎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吳天皓 小二級 686 163 金獎 

培僑書院 朱子江 小二級 457 604 金獎 

新會商會學校 鄭旭希 小二級 499 768 金獎 

港大同學會小學 劉庭曦 小二級 282 162 金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蔡耀嶺 小二級 119 561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晉駒 小二級 383 120 金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何其樂 小二級 581 906 金獎 

循道學校 周琢淵 小二級 394 960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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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中心小學 謝宇瀚 小二級 503 528 金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鍾溢軒 小二級 281 158 金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楊雨菲 小二級 281 160 金獎 

華德學校 劉彥廷 小二級 125 682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何卓宇 小二級 562 735 金獎 

天神嘉諾撒學校 楊樂兒 小二級 289 229 金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楊力行 小二級 437 138 金獎 

香港培正小學 陳楚晞 小二級 456 153 金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石頌熙 小二級 574 812 銀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周諾熙 小二級 687 164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沈明山 小二級 437 420 銀獎 

九龍禮賢學校 吳偉豪 小二級 339 120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吳世鏞 小二級 342 975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丁嘉杰 小二級 437 134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李晉灝 小二級 383 101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心瑜 小二級 383 121 銀獎 

香港培道小學 黃敬然 小二級 451 489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邱泳霖 小二級 124 199 銀獎 

民生書院小學 吳智海 小二級 398 268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高梓軒 小二級 401 713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吳俊希 小二級 604 177 銀獎 

港大同學會小學 潘天仁 小二級 282 631 銀獎 

上水宣道小學 陳永諾 小二級 107 129 銀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周承軒 小二級 157 150 銀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 禤樂芯 小二級 483 135 銀獎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辛建霆 小二級 418 169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張允 小二級 675 765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梅嘉琳 小二級 503 530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偉培 小二級 518 250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陸煒程 小二級 536 753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施書泳 小二級 401 254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呂柏澔 小二級 120 557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鄭亦妤 小二級 124 188 銀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李元慶 小二級 257 474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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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柏德學校 李桌霆 小二級 124 771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鄺衍騰 小二級 665 214 銀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梁雋彥 小二級 231 978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何承叡 小二級 592 715 銀獎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張卓傲 小二級 2026 190 銀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梁天朗 小二級 581 917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建銘 小二級 124 184 銀獎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周雋樂 小二級 478 81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莫靖川 小二級 587 581 銀獎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李希朗 小二級 471 769 銀獎 

迦密愛禮信小學 譚傲言 小二級 143 457 銀獎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殷子承 小二級 194 449 銀獎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楊一証 小二級 666 357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賴尚玟 小二級 574 81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譚梓浩 小二級 281 151 銀獎 

瑪利曼小學 葉煦晨 小二級 391 102 銀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文恩冕 小二級 593 738 銀獎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何泓樂 小二級 471 772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顏子倩 小二級 374 372 銀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林溢希 小二級 476 126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楊沛璇 小二級 281 156 銀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丘焯匡 小二級 476 786 銀獎 

大坑東宣道小學 繆荣桓 小二級 108 132 銀獎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李諾晞 小二級 475 83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黃子炫 小二級 281 153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肖華 小二級 281 163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黃以樂 小二級 374 373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翁可健 小二級 503 529 銀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周奕樂 小二級 592 922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鍾朗晴 小二級 245 152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陳頌天 小二級 692 688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麥兆瑩 小二級 124 222 銀獎 

曾梅千禧學校 徐健宸 小二級 635 630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葉思澄 小二級 116 327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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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基小學 陳彥希 小二級 602 717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林子申 小二級 437 428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楊翹霞 小二級 518 257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陳思懿 小二級 437 422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俊錡 小二級 383 116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承亨 小二級 281 149 銀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陳子永 小二級 154 145 銀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曾紫瑜 小二級 481 990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黃愷晉 小二級 116 325 銀獎 

真鐸學校 林子騰 小二級 198 789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蔡智銘 小二級 401 244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令殷 小二級 518 255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刁善行 小二級 383 103 銀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陳酋中 小二級 654 571 銀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田勝安 小二級 204 517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李肇洋 小二級 374 278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李穎彤 小二級 665 215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李承祐 小二級 401 246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林霖 小二級 503 538 銀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鍾卓良 小二級 467 59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孫惟微 小二級 587 586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歐陽浩熙 小二級 281 154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麥嘉軒 小二級 399 313 銀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李浚煒 小二級 366 517 銀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吳昊知 小二級 489 830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黎駿賢 小二級 366 533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譚燁 小二級 366 536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鄺朗請 小二級 204 515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鄧學謙 小二級 258 463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鄧宇舜 小二級 383 118 銅獎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張婧琳 小二級 571 227 銅獎 

聖嘉勒小學 周爾喬 小二級 2025 951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葉悠 小二級 124 183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余一信 小二級 120 529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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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圃道官立小學 黃煒智 小二級 231 738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霄霏 小二級 518 249 銅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黃梓陽 小二級 427 418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奕翹 小二級 518 253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陳儒玉 小二級 366 528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施宥成 小二級 281 150 銅獎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孫錦恆 小二級 2002 956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西田大倭 小二級 587 579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晨曦 小二級 518 251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朱沛樂 小二級 120 558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林浩德 小二級 675 744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董鈺盈 小二級 489 827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邱嘉琳 小二級 518 248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陸懿鋌 小二級 399 301 銅獎 

華德學校 鍾正浩 小二級 125 684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鄺靖淇 小二級 383 102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羅柏翹 小二級 518 252 銅獎 

聖公會奉基小學 方梓晉 小二級 529 814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郭俊逸 小二級 587 578 銅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鍾承峰 小二級 584 938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莊君烯 小二級 366 532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王曼紫 小二級 503 527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伽伊 小二級 366 530 銅獎 

英華小學 羅綽翹 小二級 689 519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李晟睿 小二級 116 323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羅欣琦 小二級 675 102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家祥 小二級 366 537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張詠雅 小二級 120 545 銅獎 

沙田官立小學 郭令淳 小二級 504 319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林羲晨 小二級 675 742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鄧鈺耀 小二級 692 645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施俊熠 小二級 281 159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李元靖 小二級 204 516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郭迦樂 小二級 562 776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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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曾曉洛 小二級 399 280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周升朗 小二級 518 258 銅獎 

聖公會奉基小學 林愷喬 小二級 529 816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林濼銦 小二級 692 171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馬浩真 小二級 120 527 銅獎 

真鐸學校 王辰熙 小二級 198 790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鄺焯堯 小二級 124 220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袁瑋萱 小二級 116 328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陳裕昊 小二級 374 374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余渭聰 小二級 383 117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周晉安 小二級 665 372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盧苡芯 小二級 675 780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張浩龍 小二級 665 220 銅獎 

耀中國際學校 肖天聖 小二級 688 196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黃駿森 小二級 399 793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黃永諺 小二級 489 828 銅獎 

華德學校 關雋曦 小二級 125 68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馮穎妍 小二級 281 161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郭一森 小二級 489 837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李靖晞 小二級 665 217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黃心慈 小二級 518 25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章煒楠 小二級 518 259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家朗 小二級 518 24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孫建楓 小二級 675 482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歐陽諾 小二級 399 303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李國瀚 小二級 407 475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郭丞罡 小二級 374 371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林晞妍 小二級 489 836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任飛揚 小二級 366 535 銅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盧天朗 小二級 252 581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王穎詩 小二級 692 686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吳晉熙 小二級 116 32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馮卓男 小二級 518 261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黎卓諾 小二級 665 374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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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鄭懿諾 小二級 587 584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黃梓豐 小二級 399 312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胡舒婷 小二級 281 164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葉希敏 小二級 399 308 銅獎 

華德學校 吳焯楠 小二級 125 685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陳晞晴 小二級 489 831 銅獎 

九龍小學 胡承楷 小二級 338 100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瑋桀 小二級 366 236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李東翰 小二級 120 559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約生 小二級 587 577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葉博珊 小二級 452 506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黎晉安 小二級 675 175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何卓霖 小二級 665 368 銅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蘇栢謙 小二級 101 393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何永德 小二級 204 520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王駿維 小二級 120 549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潘志成 小二級 124 179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蘇鉦傑 小二級 437 427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文俊雅 小二級 366 525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江子陽 小二級 692 650 銅獎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史沛蘭 小二級 265 147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林彥昊 小二級 587 587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鄧嘉穎 小二級 204 12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梁貝諾 小二級 587 58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皓彥 小二級 281 752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林栢兆 小二級 518 260 銅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陳天祐 小二級 342 113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嚴皓揚 小二級 399 290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李愷童 小二級 489 855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簡天朗 小二級 366 539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黃鉻如 小二級 692 687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駱進希 小二級 399 430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傢安 小二級 587 580 銅獎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柏宇 小二級 186 39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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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莫希蕾 小二級 587 582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張倍銘 小二級 407 474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黎庭瑋 小二級 489 829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