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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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梁睿祈 小五級 574 710 金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鄭樂恆 小五級 231 976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蔡瀚霆 小五級 261 252 金獎 

聖博德學校 林嘉駿 小五級 591 950 金獎 

海壩街官立小學 殷旻洋 小五級 287 508 金獎 

北角官立小學 周星言 小五級 401 251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劉馨遙 小五級 562 964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陸俊賢 小五級 390 884 金獎 

拔萃女小學 黃海晴 小五級 212 702 金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黃政睿 小五級 437 437 金獎 

北角官立小學 單知淑 小五級 401 250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岑可嵐 小五級 261 255 金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余煒明 小五級 541 807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ADITYA NAIR 小五級 587 624 金獎 

華德學校 洪智賢 小五級 125 695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王翌丞 小五級 159 147 金獎 

華德學校 曾卓謙 小五級 125 697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鍾旻諾 小五級 155 181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章欣妍 小五級 562 947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泔淘 小五級 261 253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吳天溢 小五級 383 115 金獎 

海怡寶血小學 梁子翹 小五級 452 216 金獎 

民生書院小學 吳天藝 小五級 398 768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馬琛悅 小五級 383 137 金獎 

聖公會基恩小學 盧靖喬 小五級 539 695 金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楊海墨 小五級 374 355 金獎 

聖三一堂小學 曹家豪 小五級 295 771 金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魯學來 小五級 677 442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譚文就 小五級 261 648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彭頌然 小五級 587 622 金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袁樂軒 小五級 116 350 金獎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劉弘玥 小五級 324 101 金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何梓霖 小五級 677 440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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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煒誠 小五級 574 709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陸雋然 小五級 390 886 金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張亦誠 小五級 258 466 金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丁俊霖 小五級 281 200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葉澔謙 小五級 562 125 金獎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梓朗 小五級 216 687 金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張家祥 小五級 342 172 金獎 

聖博德學校 方詩茵 小五級 591 173 金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郭漳鈺 小五級 407 482 金獎 

上水宣道小學 羅鎧梵 小五級 107 128 金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馬天羿 小五級 231 977 金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陳思翰 小五級 374 356 金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麥焯文 小五級 574 711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劉子軒 小五級 692 668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洪英鵬 小五級 673 973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周梓熙 小五級 401 426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黎逸朗 小五級 390 883 銀獎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郭子瑤 小五級 352 579 銀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曾鎧潁 小五級 437 810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朱晉彥 小五級 562 130 銀獎 

華德學校 王朝旭 小五級 125 696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陳銘 小五級 673 969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黃首圳 小五級 677 444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阯陶 小五級 574 725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鏡新 小五級 574 710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陳俊熹 小五級 562 957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盧德勝 小五級 281 201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健東 小五級 574 708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王梓豪 小五級 685 315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李翊霆 小五級 401 248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鄒汶蓉 小五級 673 978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甄雅媛 小五級 225 18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劉政謙 小五級 281 202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嘉樂 小五級 518 296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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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張禮堯 小五級 319 849 銀獎 

荃灣官立小學 林星宇 小五級 643 577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譚梓鋒 小五級 401 459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邱浩洋 小五級 677 449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梓楠 小五級 675 760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陳鑫 小五級 124 207 銀獎 

慈幼學校 彭承哲 小五級 490 269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呂鈞鴻 小五級 390 696 銀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蘇梓賢 小五級 467 595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馬誌鍵 小五級 452 215 銀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吳其亮 小五級 159 148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吳日恒 小五級 225 182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莊俊謙 小五級 673 971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新宇 小五級 124 182 銀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王綽謙 小五級 584 990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蔡佳諾 小五級 673 977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徐永杰 小五級 677 448 銀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鄭政謙 小五級 252 486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蔡文杰 小五級 673 980 銀獎 

慈幼學校 杜嘉恆 小五級 490 268 銀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高芷欣 小五級 366 519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曹卓成 小五級 225 173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蘇炫蔚 小五級 673 983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李頌謙 小五級 452 221 銀獎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黄煒凱 小五級 442 400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楊雨菲 小五級 673 723 銀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李穎心 小五級 389 104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馬思樂 小五級 673 970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方乙茜 小五級 374 358 銀獎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白政熹 小五級 556 904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羅正勤 小五級 116 353 銀獎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陳子軒 小五級 461 673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蘇芷庭 小五級 673 975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薇甄 小五級 383 135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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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信義會小學 王炫霖 小五級 261 646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李浩揚 小五級 319 855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建宇 小五級 319 845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黃康雋 小五級 518 294 銀獎 

華德學校 梁雅旻 小五級 125 694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李諾言 小五級 261 64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譚子淳 小五級 281 203 銀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鄭文熙 小五級 258 688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梁卓謙 小五級 390 131 銀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陳昊聰 小五級 489 852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梁斾彥 小五級 692 167 銀獎 

嘉諾撒培德學校 盧曉澄 小五級 460 984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朱婉婷 小五級 116 351 銀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郭漳銳 小五級 407 483 銀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何榮樂 小五級 231 972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張心柔 小五級 261 640 銀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洪麒隆 小五級 273 775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鍾一兆 小五級 677 450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蔣家綺 小五級 374 359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洪綾 小五級 319 972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張煒基 小五級 685 316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樂桐 小五級 261 644 銀獎 

道教青松小學 陳建熹 小五級 621 716 銀獎 

聖匠小學 陳文洛 小五級 290 891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沈耀城 小五級 677 446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莊柏銘 小五級 452 222 銀獎 

聖公會基恩小學 吳熹儒 小五級 539 933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余潤廷 小五級 685 311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楊雨桐 小五級 665 231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璟樂 小五級 383 113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龍浩仁 小五級 390 123 銀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馬浩軒 小五級 407 478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陳偉賢 小五級 116 352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郭希程 小五級 261 254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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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張芷瑄 小五級 366 235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吳梓滔 小五級 401 456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關晴希 小五級 261 649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蕭紫寧 小五級 383 11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鄧啟龎 小五級 587 623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尹俊灝 小五級 124 209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馮思鎬 小五級 383 114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朱洛賢 小五級 319 850 銀獎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曾雅晴 小五級 578 195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沈銘權 小五級 587 626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戴穎華 小五級 534 874 銀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吳若賢 小五級 101 437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陳梓煜 小五級 534 886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崔航 小五級 374 357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莫嘉叡 小五級 536 192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劉怡君 小五級 124 181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王淳平 小五級 342 116 銀獎 

保良局世德小學 譚雋翹 小五級 446 698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楊宏迪 小五級 383 138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黃偉林 小五級 319 843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吳卓賢 小五級 452 219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張浩揚 小五級 399 510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黃諾賢 小五級 673 972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高培之 小五級 383 589 銅獎 

聖公會基恩小學 梁宇軒 小五級 539 847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方晉榮 小五級 538 693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王翠沂 小五級 399 27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顏潮中 小五級 536 194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梁子鑾 小五級 258 470 銅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林瑋聰 小五級 245 153 銅獎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羅杰斯 小五級 663 429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張顥齡 小五級 124 204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伍嘉欣 小五級 503 552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陳煥祈 小五級 120 535 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香港賽區）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19 (HONG KONG REGION)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杜嘉鋒 小五級 225 183 銅獎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俊傑 小五級 491 539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劉宇桐 小五級 407 48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鄧子喬 小五級 518 295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馬晞悅 小五級 383 136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陳离霖 小五級 673 981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民光 小五級 587 62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洪維政 小五級 281 211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謝鎵鍵 小五級 518 300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李洛臻 小五級 562 803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張沛瑤 小五級 677 443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文琬惠 小五級 562 956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麥天恩 小五級 389 118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李彥熹 小五級 401 245 銅獎 

真鐸學校 張孝弦 小五級 198 798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倫兆朗 小五級 538 694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梅凱傑 小五級 452 213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陳家祺 小五級 677 439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羅泓哲 小五級 319 852 銅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施凱軒 小五級 253 188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丁蔚軒 小五級 503 553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張晉爔 小五級 390 885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黃浚銘 小五級 538 691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丘星發 小五級 518 30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杜心言 小五級 518 303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袁青儀 小五級 503 555 銅獎 

聖公會奉基小學 劉澤翰 小五級 529 81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余鎧政 小五級 319 853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盧瑋 小五級 503 554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譚茜之 小五級 389 114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張洧銘 小五級 401 249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劉星宇 小五級 401 253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吳家歡 小五級 452 22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黃子晨 小五級 281 208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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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梁家鏗 小五級 319 857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曾柏賢 小五級 574 709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子謙 小五級 261 647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樂謙 小五級 261 650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林詩凝 小五級 574 739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俊熙 小五級 261 651 銅獎 

真鐸學校 王愉俙 小五級 198 796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胡子淇 小五級 124 217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楊諾恩 小五級 685 313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何芷媛 小五級 437 43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雅藍 小五級 319 842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黃逸朗 小五級 452 223 銅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賴祉澄 小五級 101 434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司徒樂兒 小五級 389 113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彭濼曦 小五級 437 745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劉樂騫 小五級 587 618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黃賢楠 小五級 225 184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林學銳 小五級 685 312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方銘傑 小五級 225 186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余映林 小五級 675 783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孫卓豐 小五級 124 191 銅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李淳慧 小五級 481 991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曾志 小五級 673 987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黃曦朗 小五級 390 121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胡倬桸 小五級 692 661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楊熏 小五級 489 850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朱文軒 小五級 281 205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子瀚 小五級 673 982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楊俊鋒 小五級 124 197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楊宗樺 小五級 383 140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位承羽 小五級 374 360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劉瀚東 小五級 407 47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林晉賢 小五級 319 859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袁千嵐 小五級 389 112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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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宣道小學 葉灝謙 小五級 109 758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畢啟泓 小五級 120 517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張家瑜 小五級 587 617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何珈媛 小五級 673 979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鄧依霖 小五級 673 974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梁曦文 小五級 673 742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浚賢 小五級 281 210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余健倫 小五級 319 847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陳錦洋 小五級 503 551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姚佳君 小五級 665 232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楊志遠 小五級 685 318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陳芷柔 小五級 452 21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林家謙 小五級 319 848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張倬瑜 小五級 390 12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泳權 小五級 518 299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黃煦喬 小五級 389 115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陳汶熙 小五級 225 174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日朗 小五級 562 766 銅獎 

真鐸學校 吳子謙 小五級 198 799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奕昇 小五級 665 234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胡然浩 小五級 675 621 銅獎 

慈幼學校 莫灝鏞 小五級 490 274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張楚婷 小五級 503 550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陳君儀 小五級 225 177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景新 小五級 399 300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曾梓璇 小五級 536 193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梁晶晶 小五級 389 116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邱嘉琪 小五級 518 29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王家樂 小五級 692 660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劉健樂 小五級 319 854 銅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吳傲天 小五級 193 448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潘宥璋 小五級 587 628 銅獎 

慈幼學校 李博康 小五級 490 273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甄熙林 小五級 319 844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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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愛小學 張正和 小五級 536 198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楊芷蕎 小五級 116 354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柏南 小五級 665 973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徐子涵 小五級 665 240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鄭雋騫 小五級 383 13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李懿珩 小五級 319 851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曾羽軒 小五級 518 298 銅獎 

蘇浙小學 鄒濼峻 小五級 329 201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施震楠 小五級 319 841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許耀櫳 小五級 518 30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區鈞筵 小五級 536 196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張柏倫 小五級 489 849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何宏丕 小五級 503 537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呂子淇 小五級 124 187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吳禹澤 小五級 665 235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郭芊鎣 小五級 225 179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江煒堯 小五級 665 23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芷慧 小五級 675 762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杜嘉銘 小五級 536 19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丘小鎣 小五級 319 85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朱家言 小五級 536 190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龐睿之 小五級 536 201 銅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張志遠 小五級 101 443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李沛嘉 小五級 489 851 銅獎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王俊皓 小五級 533 89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陳見熙 小五級 536 18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劉子晴 小五級 692 664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周卓弦 小五級 401 458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蕭智業 小五級 319 491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勞文浩 小五級 399 281 銅獎 

屯門官立小學 何建希 小五級 647 233 銅獎 

慈幼學校 鄭林珏 小五級 490 27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若晴 小五級 518 306 銅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陳漢銘 小五級 342 111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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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中心小學 蔡楚權 小五級 503 564 銅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朱保華 小五級 680 386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俊僖 小五級 124 20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莫峻豪 小五級 536 186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葉曉彤 小五級 518 307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童盛 小五級 685 314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羅曉鵬 小五級 692 662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蔡少城 小五級 518 304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唐天之 小五級 685 31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黃梓軒 小五級 675 768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咏濠 小五級 319 840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嘉怡 小五級 518 30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丘諾進 小五級 587 621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李奕朗 小五級 675 714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沙美亞 小五級 366 560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羅子謙 小五級 677 445 銅獎 

真鐸學校 梁聶 小五級 198 797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周柏熙 小五級 518 301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黎心悠 小五級 692 659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蔡傲昀 小五級 692 66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奕軒 小五級 281 216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陳德瑜 小五級 389 117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黃渼茵 小五級 534 85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黃澤林 小五級 281 214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