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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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陳霆鏗 小四級 558 803 金獎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李欣澄 小四級 475 833 金獎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黎曉楠 小四級 578 478 金獎 

北角官立小學 余浩鉦 小四級 401 451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李嘉鴻 小四級 562 780 金獎 

北角官立小學 呂鴻銘 小四級 401 711 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張軒溢 小四級 261 670 金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穎謙 小四級 319 832 金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王中昊 小四級 503 544 金獎 

嘉諾撒小學 陳蘇珊 小四級 139 981 金獎 

喇沙小學 梁韡騫 小四級 351 627 金獎 

嘉諾撒小學 吳羿璋 小四級 139 982 金獎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龐雅文 小四級 594 919 金獎 

慈幼學校 許軒悅 小四級 490 280 金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練樂謙 小四級 584 940 金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鍾慶培 小四級 675 749 金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羅淳恩 小四級 592 149 金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萬家豪 小四級 673 964 金獎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吳浚亨 小四級 461 672 金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黃焯楠 小四級 587 612 金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張瑤霖 小四級 101 414 金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蔡柏全 小四級 253 582 金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莫為 小四級 390 880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灝雋 小四級 562 118 金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浩航 小四級 518 289 金獎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黃梓峰 小四級 586 935 金獎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郭曜甄 小四級 554 892 金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林煜皓 小四級 383 110 金獎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張偉霆 小四級 475 836 金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李諾晞 小四級 427 410 金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陳業豐 小四級 231 980 金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羅胤熹 小四級 636 607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鄧嘉琳 小四級 616 137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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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信義會小學 盧賢心 小四級 261 643 金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何學禮 小四級 476 794 金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伍柏翹 小四級 124 194 金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吳潁南 小四級 116 343 金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劉揚城 小四級 518 275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余長熙 小四級 562 781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林澋一 小四級 120 528 金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溫梓灝 小四級 562 786 金獎 

嘉諾撒聖心學校 蕭恩晞 小四級 483 987 金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林敬熹 小四級 366 554 金獎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陳樂峯 小四級 432 415 金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林思行 小四級 685 302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林日朗 小四級 383 108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韓馨舜 小四級 281 184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蔣君堯 小四級 124 200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王卓庭 小四級 692 672 銀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王家樂 小四級 562 783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葉允 小四級 383 109 銀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林以臻 小四級 427 408 銀獎 

慈幼學校 方天衡 小四級 490 286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黃柏樂 小四級 574 806 銀獎 

秀明小學 曾學謙 小四級 501 327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蕭蘇桐 小四級 673 962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葉梓駿 小四級 319 839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蘇宏熹 小四級 245 157 銀獎 

北角官立小學 洪宇彤 小四級 401 450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慧睿 小四級 399 293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陳彥楠 小四級 692 673 銀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葉家俊 小四級 534 883 銀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陳焯廸 小四級 119 562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伍奕豪 小四級 673 959 銀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李廸勤 小四級 101 424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煜 小四級 319 825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林浩晹 小四級 390 881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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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鄭梓晴 小四級 383 131 銀獎 

嘉諾撒小學 陳怡婷 小四級 139 425 銀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鍾歷航 小四級 261 671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鍾芷萱 小四級 281 186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向輝 小四級 124 219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鄭皓謙 小四級 518 283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鄭芷青 小四級 518 287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心睿 小四級 399 292 銀獎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李欣苒 小四級 270 518 銀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胡欣彤 小四級 673 956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勞天濠 小四級 319 836 銀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呂康悠 小四級 489 843 銀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林富恆 小四級 489 846 銀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周子木 小四級 407 480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劉珈汝 小四級 574 504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王燦 小四級 685 321 銀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廖銘軒 小四級 204 519 銀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朱皓濂 小四級 665 230 銀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明宥時 小四級 255 264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章志鴻 小四級 677 432 銀獎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劉浚彥 小四級 551 258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梁茵然 小四級 281 185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周子喬 小四級 452 208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張瀞之 小四級 587 614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駱漢羲 小四級 452 502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温朗言 小四級 587 611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高心瀅 小四級 281 196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吳樂兒 小四級 518 288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盧昊昇 小四級 120 555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穎瑤 小四級 319 829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廖文禧 小四級 319 838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黃奕誠 小四級 124 215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紫晴 小四級 675 768 銀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盧宥兆 小四級 291 960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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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顯小學 曾祥瀚 小四級 534 257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顧兆祺 小四級 692 675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周柯尔 小四級 399 311 銀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思翰 小四級 574 807 銀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林淳欣 小四級 675 752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心瑩 小四級 319 830 銀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陳松磊 小四級 677 435 銀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庭軒 小四級 399 310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可兒 小四級 587 613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皓琳 小四級 383 117 銀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崔敏玥 小四級 258 471 銀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鍾卓霖 小四級 476 791 銀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廖崇謙 小四級 281 195 銀獎 

海怡寶血小學 邱敬軒 小四級 452 501 銀獎 

慈幼學校 麥梓皓 小四級 490 285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子瑜 小四級 319 828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梁嘉欣 小四級 518 278 銀獎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劉彥進 小四級 204 509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黃浩洋 小四級 503 534 銀獎 

聖公會奉基小學 陳宥誠 小四級 529 819 銀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梁家豪 小四級 536 180 銀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李映澄 小四級 101 428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張樂瑤 小四級 615 141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鄭愷羲 小四級 319 835 銀獎 

聖若瑟小學 馬雋皓 小四級 585 936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梁浩舜 小四級 124 180 銀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余諾貝 小四級 319 833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張思瑤 小四級 518 290 銀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尹善柔 小四級 518 284 銀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陳子東 小四級 366 549 銀獎 

拔萃女小學 唐瑞廷 小四級 212 338 銀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郭晞彤 小四級 124 213 銀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世匡 小四級 390 128 銀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王智昇 小四級 489 832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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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何芷瑤 小四級 541 809 銀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方冠逸 小四級 383 133 銀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黃嘉穎 小四級 503 536 銀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劉衍晰 小四級 685 301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關頴希 小四級 258 263 銅獎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陳志滔 小四級 301 483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陳潁恩 小四級 562 255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張煜浠 小四級 665 227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甄嘉衡 小四級 124 754 銅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張梓熙 小四級 673 95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曾梓浚 小四級 675 785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吳芷睿 小四級 124 198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伍億龍 小四級 677 433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吳尙熹 小四級 120 494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趙珀朗 小四級 281 197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黎力宏 小四級 452 504 銅獎 

海怡寶血小學 葉博文 小四級 452 505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馮靖男 小四級 518 280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黃智傑 小四級 319 837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滔滔 小四級 675 746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徐滔智 小四級 675 750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黄芷萱 小四級 258 465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林希順 小四級 399 307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朱晉諾 小四級 562 131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劉燁樺 小四級 120 546 銅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珞怡 小四級 261 669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許洛熙 小四級 120 533 銅獎 

慈幼學校 黃恩皓 小四級 490 279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郭心牧 小四級 116 346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陳昇憲 小四級 587 607 銅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張婷睎 小四級 231 973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陳家希 小四級 536 181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洪梓軒 小四級 685 320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劉希樂 小四級 518 276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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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鄭穎天 小四級 319 976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張敬渝 小四級 399 284 銅獎 

華德學校 陳業璁 小四級 125 690 銅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鄭嘉睿 小四級 231 784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袁穎芯 小四級 319 824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林熙雯 小四級 692 670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徐于琦 小四級 675 751 銅獎 

真鐸學校 張英姿 小四級 198 794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陳鴻新 小四級 536 179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鍾智仁 小四級 401 452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莊嘉瑩 小四級 319 826 銅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彭康澄 小四級 680 390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黃智博 小四級 489 848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紀凱欣 小四級 536 184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鄧志霖 小四級 281 187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德朗 小四級 319 823 銅獎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余聖傑 小四級 531 778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許珀熙 小四級 120 532 銅獎 

華德學校 符榮津 小四級 125 692 銅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劉宇恒 小四級 407 479 銅獎 

聖公會仁立小學 江筱融 小四級 562 692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陳家駿 小四級 518 293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孫佩賢 小四級 677 438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楊浩軒 小四級 281 733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賴衍澄 小四級 401 454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高展裕 小四級 518 277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鍾伯明 小四級 692 169 銅獎 

天主教柏德學校 麥玉臻 小四級 124 221 銅獎 

農圃道官立小學 何俊亮 小四級 231 975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陳佑昌 小四級 675 747 銅獎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鄭梓朗 小四級 424 417 銅獎 

蘇浙小學 鄭琪錫 小四級 329 203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林景朗 小四級 536 182 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林雍陞 小四級 120 537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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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梁梓軒 小四級 685 32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嘉鈞曙 小四級 587 615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黃展褀 小四級 281 191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吳詠桐 小四級 116 348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廖梓淇 小四級 503 543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宋紫羽 小四級 665 228 銅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劉曉藍 小四級 476 796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余恩希 小四級 518 286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凱晴 小四級 319 831 銅獎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彭栩陶 小四級 319 827 銅獎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周穎欣 小四級 101 429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黎樂怡 小四級 366 548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林灝 小四級 665 371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施諾燊 小四級 534 749 銅獎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陳鵬鴻 小四級 665 229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蔡卓霖 小四級 518 279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梓聰 小四級 281 192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姚深鈊 小四級 383 132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錢子安 小四級 587 608 銅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李耀梁 小四級 587 609 銅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黎卓姸 小四級 258 469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馮家盈 小四級 677 437 銅獎 

華德學校 莫可 小四級 125 693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賴鈺游 小四級 518 291 銅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 林健儀 小四級 536 183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陳保寶 小四級 489 835 銅獎 

黃大仙官立小學 熊曉柔 小四級 675 748 銅獎 

聖公會基顯小學 彭俊傑 小四級 534 858 銅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蔡萬聖 小四級 685 319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吳子朗 小四級 489 847 銅獎 

慈幼學校 冼立行 小四級 490 283 銅獎 

北角官立小學 戴正浩 小四級 401 241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師夔 小四級 518 292 銅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曹涵玥 小四級 366 55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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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閔靖雲 小四級 407 481 銅獎 

華德學校 楊啟朗 小四級 125 691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葉頴霖 小四級 383 128 銅獎 

慈幼學校 鄧家篪 小四級 490 277 銅獎 

真鐸學校 陸健童 小四級 198 795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馮俊琂 小四級 281 189 銅獎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周啟言 小四級 399 741 銅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 陳苡琳 小四級 383 130 銅獎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郭彥臻 小四級 116 344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劉汶鍩 小四級 489 845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姚鑫佳 小四級 677 434 銅獎 

沙頭角中心小學 朱浚鋒 小四級 503 326 銅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莊浩嚴 小四級 281 190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梁鎧基 小四級 677 431 銅獎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蔡靖源 小四級 677 436 銅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陳嘉泓 小四級 489 844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