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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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筠嵐 高中組 1136 943 金獎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王子聰 高中組 1117 827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梁濼鋋 高中組 1019 755 金獎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黃永聰 高中組 1034 617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趙恩浩 高中組 1116 297 金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李天樂 高中組 888 406 金獎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陳卓謙 高中組 1031 398 金獎 

荃灣官立中學 林倬鋒 高中組 1189 807 金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張祥熙 高中組 977 133 金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嘉榮 高中組 1097 184 金獎 

拔萃女書院 張雋欣 高中組 835 347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周浩賢 高中組 1171 388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照楊 高中組 1171 389 金獎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鄒淦賢 高中組 699 471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梅暐淇 高中組 710 336 金獎 

聖若瑟書院 柯朗喬 高中組 2000 737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邱朗傑 高中組 245 349 金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陳珈勤 高中組 888 163 金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王瀚丞 高中組 972 310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高展豪 高中組 1116 295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曾信瑋 高中組 1116 298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梁振宇 高中組 1019 756 金獎 

寧波公學 鄧卓維 高中組 1013 951 金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鈞濤 高中組 1097 943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錦威 高中組 1019 757 金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蘇沛錚 高中組 843 336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吳美靜 高中組 1019 754 金獎 

沙田崇真中學 葉正希 高中組 1097 182 金獎 

沙田崇真中學 盧均鉻 高中組 1097 183 金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王寶瑩 高中組 1200 929 金獎 

寧波公學 鄺泳楓 高中組 1013 948 金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朱志軒 高中組 888 164 金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歐陽凱琳 高中組 1233 470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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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黃志雄 高中組 1171 731 金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李芷霖 高中組 1116 299 金獎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許卓然 高中組 1092 324 金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麥芷甄 高中組 710 335 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聶卓堯 高中組 1171 390 金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胡浚賢 高中組 245 350 金獎 

藍田聖保祿中學 黃芊穎 高中組 1153 191 金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志煒 高中組 1233 473 金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朱俊諺 高中組 1019 764 銀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劉漢揚 高中組 1178 780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戴維 高中組 1116 300 銀獎 

SOUTH ISLAND SCHOOL[WHOLE DAY] YU, JACOB HONG MAN 高中組 1131 446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官浚軒 高中組 1200 851 銀獎 

循道中學 劉卓桐 高中組 1001 920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林岸凡 高中組 1010 601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鍾嘉朗 高中組 1116 296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方咏心 高中組 1171 737 銀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阮心怡 高中組 1136 948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施良取 高中組 1233 480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梁弘凱 高中組 1200 854 銀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李景匡 高中組 710 334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黃梓軒 高中組 1200 84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周駿謙 高中組 1171 725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賢善 高中組 1019 762 銀獎 

循道中學 陳正揚 高中組 1001 923 銀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洪逸 高中組 843 337 銀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羅嘉熙 高中組 843 335 銀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黎瑋熹 高中組 1087 270 銀獎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鄭駿浩 高中組 699 470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敖路慧 高中組 746 522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黃梓濱 高中組 1233 475 銀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吳志成 高中組 977 134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陳基國 高中組 1233 471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張光煒 高中組 1233 472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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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譚柏耀 高中組 2029 773 銀獎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潘柏熹 高中組 1116 294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何沛錞 高中組 245 353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袁文謙 高中組 1200 857 銀獎 

拔萃女書院 彭筠喬 高中組 835 167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何熙明 高中組 245 348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謝添燊 高中組 1010 598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浩軒 高中組 1019 758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權梁 高中組 1233 479 銀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黃灄怡 高中組 823 110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方志杭 高中組 1233 474 銀獎 

寧波公學 高梓霖 高中組 1013 942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趙思晴 高中組 245 354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陳錦興 高中組 888 408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郭晉熙 高中組 1171 387 銀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黃成 高中組 880 825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李諾熙 高中組 1171 738 銀獎 

元朗公立中學 林雄輝 高中組 1248 730 銀獎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鄭煒豐 高中組 699 472 銀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沈少板 高中組 823 718 銀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鄧柏途 高中組 1087 272 銀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陳睿軒 高中組 1178 895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劉晉榮 高中組 1010 602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余立恆 高中組 1010 600 銀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吳雅祺 高中組 823 108 銀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羅梓校 高中組 1010 603 銀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郭毅杰 高中組 823 107 銀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羅渟茵 高中組 899 139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陳家浩 高中組 1041 217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鄭江翔 高中組 1233 478 銀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黃金燦 高中組 1233 476 銀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張語 高中組 245 352 銀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楊昊蕊 高中組 1178 804 銀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劉懿嶠 高中組 587 653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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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江尚桁 高中組 1200 850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施景濤 高中組 746 516 銀獎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林浩彤 高中組 1034 619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何鎮熹 高中組 1166 864 銀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俊羲 高中組 1019 763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郭明軒 高中組 1171 726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呂其昌 高中組 1166 863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鄭焯楠 高中組 888 167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劉舒欣 高中組 746 515 銀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蔡明宗 高中組 1084 824 銀獎 

循道中學 曾柏陶 高中組 1001 922 銀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張樂桐 高中組 1178 800 銀獎 

寧波公學 劉志康 高中組 1013 949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袁卓軒 高中組 888 413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陳昱丞 高中組 888 410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善銘 高中組 1171 736 銀獎 

寧波公學 鄭心昊 高中組 1013 946 銀獎 

循道中學 吳裕康 高中組 1001 921 銀獎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蘇啟鋒 高中組 699 473 銀獎 

玫瑰崗中學 陳駿恒 高中組 2008 243 銀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袁鈺誠 高中組 1178 777 銀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黃錫弘 高中組 1041 220 銀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鄧俊煒 高中組 1200 859 銀獎 

寧波公學 王嘉聰 高中組 1013 950 銀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瑋宜 高中組 1136 949 銀獎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鄭景允 高中組 1034 618 銀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孔灝緯 高中組 888 405 銀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許泳諾 高中組 746 520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俊傑 高中組 1200 852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曹家誠 高中組 1166 861 銅獎 

寧波公學 吳晉勳 高中組 1013 938 銅獎 

玫瑰崗中學 LOPEZ RAPH CARRHEL M. 高中組 2008 241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黃熙玟 高中組 1171 732 銅獎 

觀塘官立中學 林智豪 高中組 954 502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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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中學 王楚雯 高中組 1097 322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龐睿楠 高中組 1178 797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張舜昊 高中組 1233 482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治平 高中組 1200 855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吳紫晴 高中組 944 579 銅獎 

元朗公立中學 雷振天 高中組 1248 726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陳嘉榮 高中組 1200 856 銅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澄 高中組 1150 920 銅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張韋樂 高中組 843 339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李穎詩 高中組 888 169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昀澤 高中組 1200 858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潘惠英 高中組 1171 740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時韻婷 高中組 1171 741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許敬皓 高中組 888 171 銅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黃運澤 高中組 823 106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楊嘉鈺 高中組 880 831 銅獎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黃卓文 高中組 795 953 銅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龍少陽 高中組 843 338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官聲榕 高中組 880 826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林星晴 高中組 746 523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楊煜敏 高中組 1087 269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梓新 高中組 1087 271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梁秀冰 高中組 1233 481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蘇藹琳 高中組 1178 799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朱文婷 高中組 1233 477 銅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陳淑樺 高中組 823 112 銅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景怡 高中組 1136 944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李凱霖 高中組 1171 730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蔡家達 高中組 880 829 銅獎 

循道中學 鄭靖忻 高中組 1001 918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劉韻怡 高中組 1171 729 銅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周燁謙 高中組 843 340 銅獎 

寧波公學 吳海華 高中組 1013 936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洪堉棉 高中組 1200 853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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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公立中學 馬浩然 高中組 1248 729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梁卓憲 高中組 1178 779 銅獎 

神召會康樂中學 馮穎欣 高中組 706 54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李明軒 高中組 1166 865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利永康 高中組 1166 888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湯家俊 高中組 1041 21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林汝康 高中組 1166 860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楊開枝 高中組 1010 596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藍若天 高中組 909 871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廖沛禾 高中組 1171 73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丁灝明 高中組 1171 735 銅獎 

玫瑰崗中學 李德兄 高中組 2008 240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陳俊濤 高中組 977 130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何早加 高中組 909 872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何麗君 高中組 1171 734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潘晨雯 高中組 746 514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姚鈞 高中組 1010 597 銅獎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王德軒 高中組 795 958 銅獎 

玫瑰崗中學 林潤興 高中組 2008 244 銅獎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林泓浚 高中組 795 952 銅獎 

嘉諾撒聖心書院 曾詠姸 高中組 1076 986 銅獎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丁海榮 高中組 1084 823 銅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周科成 高中組 823 111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張樂怡 高中組 1213 792 銅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何洛迪 高中組 823 109 銅獎 

寧波公學 張浩林 高中組 1013 940 銅獎 

寧波公學 李思潁 高中組 1013 937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楊子珊 高中組 944 580 銅獎 

天主教新民書院 陳致遠 高中組 1010 599 銅獎 

寧波公學 周澤瀚 高中組 1013 939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郭鎧盈 高中組 944 578 銅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邱雨竹 高中組 1200 860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勞琬靖 高中組 1178 778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鴻程 高中組 1233 484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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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中學 張嘉恩 高中組 1001 919 銅獎 

玫瑰崗中學 OLI ELIEZER NICOLE 高中組 2008 245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何崧暘 高中組 1178 801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李建霆 高中組 1041 225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潘正弘 高中組 1041 227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王智樂 高中組 1178 805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袁寶琦 高中組 746 518 銅獎 

寧波公學 吳嘉正 高中組 1013 945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徐家琪 高中組 1171 742 銅獎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萬容均 高中組 888 174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楊震耀 高中組 977 132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羽彤 高中組 1233 483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林楨官 高中組 880 827 銅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郝震星 高中組 977 131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王穎豪 高中組 1213 791 銅獎 

玫瑰崗中學 DAS JOSH DUNMORE 高中組 2008 239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趙伊雯 高中組 1171 733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李焌華 高中組 1166 862 銅獎 

循道中學 鍾洛妍 高中組 1001 915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鄺志恒 高中組 1041 223 銅獎 

循道中學 梁幸芝 高中組 1001 917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李澤熙 高中組 1041 224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翁子涵 高中組 1171 724 銅獎 

寧波公學 張浩倫 高中組 1013 941 銅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黃妙鍶 高中組 1233 485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林芝芝 高中組 1171 728 銅獎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譚樂兒 高中組 1178 803 銅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思穎 高中組 944 577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澔宏 高中組 880 830 銅獎 

寧波公學 黃英林 高中組 1013 943 銅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梁煒聰 高中組 1041 226 銅獎 

寧波公學 張嘉怡 高中組 1013 944 銅獎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江碩 高中組 1087 939 銅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蘇穎嵐 高中組 909 869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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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林進華 高中組 1166 857 銅獎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呂光玄 高中組 746 519 銅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何嘉栩 高中組 972 308 銅獎 

玫瑰崗中學 蔡澤森 高中組 2008 242 銅獎 

寧波公學 鄭博之 高中組 1013 947 銅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盧澤成 高中組 880 824 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王聖杰 高中組 1213 790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