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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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山幼兒園 陳奕翹 幼稚園組 1832 192 金獎 

根德園幼稚園 陳逸禮 幼稚園組 1752 497 金獎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高嘉禾 幼稚園組 1944 610 金獎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鄭曦嵐 幼稚園組 2028 143 金獎 

德貞幼稚園 羅崧嘉 幼稚園組 1664 141 金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麥頌言 幼稚園組 1765 689 金獎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曾康瑜 幼稚園組 1974 985 金獎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袁鎵豪 幼稚園組 1762 525 銀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黃子珊 幼稚園組 1765 602 銀獎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黎樂恆 幼稚園組 1850 928 銀獎 

真理浸信會榮光幼兒園 羅允祈 幼稚園組 2024 567 銀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郭倚恩 幼稚園組 1765 599 銀獎 

又一村學校 陳卓嵐 幼稚園組 1668 125 銀獎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沙田） 陳獻翹 幼稚園組 2030 140 銀獎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黃樂芯 幼稚園組 1850 926 銀獎 

維多利亞幼稚園 葛以仁 幼稚園組 1961 135 銀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吳睿軒 幼稚園組 1765 601 銀獎 

德寶英文幼稚園（將軍澳） 李嘉雯 幼稚園組 1717 147 銀獎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林譚燕華幼稚園 張駿杰 幼稚園組 1671 770 銀獎 

迦南幼稚園（香港） 黎朗言 幼稚園組 1845 113 銀獎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林譚燕華幼稚園 沈穎妍 幼稚園組 1671 772 銀獎 

約克國際幼稚園 周琢清 幼稚園組 1776 961 銀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羅駿亨 幼稚園組 1765 150 銀獎 

德望學校 黃雪喬 幼稚園組 863 142 銅獎 

迦南幼稚園（香港） 楊天朗 幼稚園組 1845 456 銅獎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葉家希 幼稚園組 1850 925 銅獎 

根德園幼稚園 羅啟爾 幼稚園組 1752 495 銅獎 

根德園幼稚園 何承穎 幼稚園組 1752 714 銅獎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郭康進 幼稚園組 1850 927 銅獎 

迦南幼稚園（香港） 曾阡澍 幼稚園組 1845 455 銅獎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林譚燕華幼稚園 梁卓妍 幼稚園組 1671 773 銅獎 

學之園幼稚園 梁善滔 幼稚園組 1456 480 銅獎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鄭可翹 幼稚園組 1924 137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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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伍鈞霖 幼稚園組 1660 616 銅獎 

學之園幼稚園 李俊諾 幼稚園組 1456 243 銅獎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涂烜 幼稚園組 1660 244 銅獎 

國際英文幼稚園 郭倚慈 幼稚園組 1765 600 銅獎 

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 黃天睿 幼稚園組 2023 493 銅獎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林譚燕華幼稚園 楊樂曦 幼稚園組 1671 771 銅獎 

根德園幼稚園 林珈澄 幼稚園組 1752 496 銅獎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陳芍曈 幼稚園組 1338 477 銅獎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詹佳穎 幼稚園組 1660 242 銅獎 

保良局李筱參幼稚園 鍾朗怡 幼稚園組 2001 405 銅獎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分校） 劉玥芃 幼稚園組 1363 485 銅獎 

加州天地幼稚園 冼恆樂 幼稚園組 1368 483 銅獎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邱澤鋮 幼稚園組 1660 241 銅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何巧蕎 幼稚園組 1511 477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