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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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學校名稱 學生中文姓名 年級 准考證編號 獎項 

馬頭涌官立小學 徐子豐 小六級 383 501 金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晉軒 小六級 665 248 金獎 

黃埔宣道小學 陳承謙 小六級 109 762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曾宏興 小六級 503 559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曾鑫錇 小六級 383 500 金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唐銘尉 小六級 574 706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呂澤熙 小六級 390 129 金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 蕭穎晞 小六級 483 550 金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何芷君 小六級 541 808 金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黃卓穎 小六級 116 361 金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李冠麟 小六級 407 489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王銘軒 小六級 607 677 金獎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曾冠華 小六級 352 490 金獎 

真鐸學校 林亮 小六級 198 803 金獎 

聖安多尼學校 莊嘉昇 小六級 572 910 金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陶林園 小六級 374 343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劉定行 小六級 390 888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施駿軒 小六級 120 526 金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 李懿晴 小六級 483 119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張加棋 小六級 503 563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王嘉禧 小六級 390 887 金獎 

聖安多尼學校 許晉毓 小六級 572 911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陳俊橋 小六級 503 562 金獎 

蘇浙小學 郝明宇 小六級 329 200 金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林汛鍵 小六級 673 994 金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許家傑 小六級 518 311 金獎 

聖公會榮真小學 王華獻 小六級 561 901 金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李敏誠 小六級 319 863 金獎 

民生書院小學 施卓熹 小六級 398 266 金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黃皓希 小六級 692 651 金獎 

迦密愛禮信小學 王希祐 小六級 143 508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關天瑒 小六級 166 745 金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時睿欣 小六級 389 107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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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陳均昊 小六級 120 253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思齊 小六級 261 653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劉倩珩 小六級 120 554 金獎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蘇宏澔 小六級 429 407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李朗睿 小六級 162 151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李尚洋 小六級 587 632 金獎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梁堃 小六級 614 690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柳嫣然 小六級 562 254 金獎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趙藝杰 小六級 546 554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張允軒 小六級 383 502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李肇剛 小六級 562 777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靄穎 小六級 261 660 金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黃穎曦 小六級 342 110 金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黃智祺 小六級 204 170 金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 黃國桃 小六級 483 988 金獎 

真鐸學校 李栩鋒 小六級 198 801 金獎 

拔萃小學 陳穎心 小六級 213 351 金獎 

海怡寶血小學 楊善竣 小六級 452 233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簡俊彥 小六級 562 955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蘇梓豪 小六級 261 257 金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麥天藍 小六級 389 111 金獎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林宇傑 小六級 558 550 金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劉友謙 小六級 476 431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商晉瑋 小六級 383 503 金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梁珈瑜 小六級 538 695 金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徐星宇 小六級 673 996 金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李欣虹 小六級 389 105 金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伍家瑩 小六級 534 878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吳家希 小六級 225 166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陳子銘 小六級 281 220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盧璵璠 小六級 677 454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蘇志高 小六級 503 560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林祈謙 小六級 562 999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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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柏德學校 陳孝翀 小六級 124 185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胡晨琪 小六級 518 325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方鉻浠 小六級 574 707 銀獎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黃晢軒 小六級 342 143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宋志城 小六級 536 208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劉進榮 小六級 383 505 銀獎 

香港嘉諾撒學校 丁灝鋒 小六級 141 492 銀獎 

聖公會主愛小學 陳達熹 小六級 525 802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許子鋒 小六級 452 237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羅璟賢 小六級 452 225 銀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譚小哲 小六級 584 93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吳卓軒 小六級 604 176 銀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林潔儀 小六級 389 110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歐兆榮 小六級 225 158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蘇奕充 小六級 281 229 銀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陳明德 小六級 231 500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冉江舸 小六級 503 557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温鎧仲 小六級 225 167 銀獎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林采熹 小六級 556 902 銀獎 

真鐸學校 黃裕煒 小六級 198 806 銀獎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朱子熙 小六級 332 452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鄭鈞恆 小六級 281 227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胡昊堯 小六級 562 160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楊世匡 小六級 319 880 銀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謝巧兒 小六級 231 750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敖龍杰 小六級 319 870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黃永城 小六級 399 299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林思朗 小六級 383 510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洪典毅 小六級 390 889 銀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盧曉彤 小六級 407 493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劉佳瑞 小六級 518 309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袁澤培 小六級 281 240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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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學校 陳栢希 小六級 490 261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柏軒 小六級 665 123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子灝 小六級 562 159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馮瑞熙 小六級 452 228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莫迪怡 小六級 281 224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丘振琳 小六級 120 556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健岳 小六級 518 318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林曉言 小六級 261 259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SELVA SATHISH ASHWATHA 

RAKSHA 
小六級 587 633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史運達 小六級 534 850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吳迪浠 小六級 452 231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刁順翔 小六級 685 309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洪貽鋒 小六級 225 162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楊銘軒 小六級 574 705 銀獎 

真鐸學校 王梓軒 小六級 198 800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高習之 小六級 383 434 銀獎 

漢華中學（小學部） 郭智皓 小六級 296 727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司徒尚智 小六級 452 227 銀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任耀華 小六級 116 360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黎鎧琦 小六級 534 880 銀獎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柯朗筠 小六級 547 736 銀獎 

真鐸學校 黃焯賢 小六級 198 805 銀獎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陳卓釗 小六級 429 406 銀獎 

慈幼學校 陳進謙 小六級 490 260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翁瑋侖 小六級 261 656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柯俊傑 小六級 452 73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何珈逸 小六級 587 634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胡天樂 小六級 518 314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胡楚昕 小六級 673 993 銀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鍾愷晴 小六級 389 109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梁梓杰 小六級 225 163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吳穎瑤 小六級 673 985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郭迦恩 小六級 562 775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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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林秦亦 小六級 281 219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李東俊 小六級 587 629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潘天珩 小六級 518 312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盧澤熙 小六級 225 165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余枻頡 小六級 374 341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許嘉兒 小六級 319 892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歐陽澔 小六級 261 258 銀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馮穎 小六級 389 108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家樂 小六級 574 156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趙珈萱 小六級 685 304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鍾凱程 小六級 534 867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柯瀚棋 小六級 124 203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許栢翹 小六級 319 876 銀獎 

華德學校 陳丞哲 小六級 125 701 銀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謝海濤 小六級 258 467 銀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余梓軒 小六級 225 170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凱希 小六級 261 641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張家敏 小六級 319 864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健曦 小六級 261 668 銀獎 

慈幼學校 李浩鑫 小六級 490 265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張瑋恒 小六級 281 228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謝佳毅 小六級 685 303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王以謙 小六級 261 663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何建成 小六級 536 210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傅舜盈 小六級 562 103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劉俊熙 小六級 120 542 銀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吳天珩 小六級 193 432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朱晞敏 小六級 319 866 銀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賴以康 小六級 193 606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正亮 小六級 685 306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温凱霖 小六級 677 458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黃滙琳 小六級 675 643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李敏儀 小六級 536 209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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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鄧凱文 小六級 665 379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葉梓榮 小六級 675 177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黃子軒 小六級 503 55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胡順毅 小六級 319 890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煒業 小六級 665 251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張凱童 小六級 452 230 銅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霍韵琪 小六級 390 890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林偉濠 小六級 518 320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朱俊熹 小六級 574 736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張梓朗 小六級 383 507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龔樂恒 小六級 401 252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戴正翰 小六級 401 240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林炯燊 小六級 692 649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余俊穎 小六級 383 504 銅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林梓曄 小六級 101 446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劉偉傑 小六級 692 652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袁子朗 小六級 452 229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鄭嘉雋 小六級 281 23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陳司穎 小六級 692 646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馮加盈 小六級 452 234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梁婉淇 小六級 281 238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駱羽可 小六級 538 696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李婧悅 小六級 677 452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鍾澤豪 小六級 383 506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何汶錫 小六級 437 18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湯泳欣 小六級 319 882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謝穎熙 小六級 665 380 銅獎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黃俊誠 小六級 666 423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陳琳莉 小六級 503 561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禹誠 小六級 261 642 銅獎 

華德學校 林孝謙 小六級 125 702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葉萍 小六級 503 558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胡皓程 小六級 204 51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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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愛小學 劉思毅 小六級 536 202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王靖琪 小六級 534 894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洪國通 小六級 261 655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柯鎮華 小六級 281 217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謝卓楷 小六級 677 460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周言信 小六級 452 239 銅獎 

華德學校 彭浚雨 小六級 125 699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張繽元 小六級 673 990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梓駿 小六級 665 246 銅獎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彭可因 小六級 382 584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孫婧陽 小六級 685 310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梁國俊 小六級 407 491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鍾佳瑜 小六級 407 490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梁晞彤 小六級 116 359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曾琬珊 小六級 518 317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郭愷琳 小六級 407 495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兆麒 小六級 685 308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曾天朗 小六級 261 654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林致鈞 小六級 574 756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練芷穎 小六級 536 211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朗祺 小六級 261 66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羅兆言 小六級 518 424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黃珏瑤 小六級 116 357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蘇天賜 小六級 407 486 銅獎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

禧小學 
劉晞彥 小六級 102 622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馬凱莉 小六級 281 218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李子悅 小六級 685 307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鄧瑜軒 小六級 685 305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林荻錡 小六級 366 564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梁溢言 小六級 534 852 銅獎 

華德學校 林柏陶 小六級 125 698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謝迎馨 小六級 281 225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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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曉悠 小六級 518 321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紀晉安 小六級 574 187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逸嵐 小六級 665 245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文俊輝 小六級 374 34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梁家誠 小六級 319 886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顧君臨 小六級 665 250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國陞 小六級 383 586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歐陽彥佑 小六級 673 995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陳姿霖 小六級 536 212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凱琳 小六級 261 665 銅獎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林永濠 小六級 375 53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楊家灝 小六級 319 868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孟子喬 小六級 407 492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徐歡 小六級 677 461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汪宇柏 小六級 261 652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王翊中 小六級 261 25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龍思穎 小六級 319 867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陳守智 小六級 225 159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黃皓煬 小六級 366 563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李家昌 小六級 319 875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潘嘉晞 小六級 319 877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陳少韻 小六級 452 238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暉喬 小六級 383 509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成誌謙 小六級 261 662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廖竟言 小六級 574 145 銅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蔡欣穎 小六級 389 106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陸珈熙 小六級 665 382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張皓喬 小六級 116 363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李杭宇 小六級 534 735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練嘉稀 小六級 319 862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澎鵬 小六級 665 769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宋佩莎 小六級 399 316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莫榮亮 小六級 675 756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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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傅雪瑩 小六級 399 770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陸偉鵬 小六級 675 945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張狄力 小六級 536 205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芷澄 小六級 665 24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珮林 小六級 319 881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張芷瑩 小六級 407 494 銅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葉冠宏 小六級 437 436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冠亨 小六級 399 740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梁依倩 小六級 261 65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關日升 小六級 536 213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梁建豪 小六級 665 383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梁建豪 小六級 665 383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鍾卓豪 小六級 319 884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黃煥絪 小六級 407 497 銅獎 

天主教明德學校 鍾羲賢 小六級 392 553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王曉瑩 小六級 319 861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吳晉杰 小六級 574 794 銅獎 

真鐸學校 劉哲宇 小六級 198 80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劉秉鎮 小六級 319 888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顏芷盈 小六級 281 230 銅獎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黃嘉楹 小六級 656 369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莊澤言 小六級 673 989 銅獎 

沙田崇真學校 王麒涵 小六級 515 323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黃梓軒 小六級 204 120 銅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李嘉歡 小六級 204 705 銅獎 

真鐸學校 梁煒宏 小六級 198 804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劉志杭 小六級 574 503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施雅琳 小六級 281 222 銅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李淳康 小六級 584 551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黃梓健 小六級 534 500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梁家銘 小六級 518 323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莊永鴻 小六級 692 647 銅獎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梁斯淇 小六級 666 356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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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李卓怡 小六級 281 239 銅獎 

華德學校 莫子灝 小六級 125 700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黃櫻琳 小六級 225 168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林果成 小六級 677 455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家敏 小六級 319 891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黎睿軒 小六級 452 23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唐仲謙 小六級 319 893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尹子齊 小六級 452 226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麥國軒 小六級 281 233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周凱瑩 小六級 518 313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殷偉倫 小六級 319 889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李均皓 小六級 562 971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邸子瀚 小六級 665 249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林浩鈞 小六級 574 754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櫞灮 小六級 261 659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潘懌安 小六級 116 362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晴 小六級 673 130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鄺念恩 小六級 587 631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蔡峻威 小六級 124 178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蕭梓怡 小六級 518 315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江博謙 小六級 675 807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張嘉駿 小六級 124 210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林灝銘 小六級 261 667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張傑 小六級 538 698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林佩儀 小六級 452 23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何承軒 小六級 319 874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李展灝 小六級 587 630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湯璨 小六級 407 487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鍾智捷 小六級 665 24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湯鈺瑩 小六級 319 860 銅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杜汶軒 小六級 574 69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張卓瀅 小六級 319 872 銅獎 

聖安多尼學校 麥泳徽 小六級 572 909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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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吳羽茵 小六級 665 242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鈺珺 小六級 261 661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柯雅琪 小六級 319 879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禹齊 小六級 261 666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劉梓灝 小六級 536 207 銅獎 

聖公會基榮小學 黃靖茵 小六級 538 697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萬春良 小六級 407 496 銅獎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馮諾然 小六級 475 83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李祉廷 小六級 319 871 銅獎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鄧樂然 小六級 225 161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楊澤君 小六級 366 238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黃靖恩 小六級 677 459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梁柏謙 小六級 319 885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劉璟楊 小六級 536 206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慧 小六級 665 243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鄺懿琳 小六級 366 565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