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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1765760 陳柏希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一等獎 

1578744 賴明我 幼稚園組 明我幼稚園（奧運校） 一等獎 

1342922 楊棹森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一等獎 

1698378 樊語澤 幼稚園組 保良局方王換娣幼稚園 一等獎 

1332443 梁樂晴 幼稚園組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一等獎 

1737857 潘海藍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一等獎 

1737868 梁智仁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一等獎 

1737869 潘志峰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一等獎 

1762747 楊皓翔 幼稚園組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一等獎 

1822956 鄒卓喬 幼稚園組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一等獎 

1822958 鄺寬憫 幼稚園組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一等獎 

1752965 徐逸熹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一等獎 

1752969 饒淳斐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一等獎 

1745748 王藝茹 幼稚園組 啓思小學附屬幼稚園 一等獎 

1765753 黃天語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一等獎 

1977814 廖浠榆 幼稚園組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一等獎 

1338139 虞哲霖 幼稚園組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一等獎 

2061422 楊樂希 幼稚園組 聖公會聖馬可堂幼稚園 一等獎 

1976562 蔡汶穌 幼稚園組 聖保羅堂幼稚園 一等獎 

1924989 黃子鑒 幼稚園組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一等獎 

2028273 莫芊蕾 幼稚園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1757165 陳柏睿 幼稚園組 九龍靈糧堂幼稚園 一等獎 

2087909 沈子欣 幼稚園組 心光幼兒中心 二等獎 

1342919 李俊諾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二等獎 

1737861 張奕泓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二等獎 

1741155 高洪新 幼稚園組 迦南幼稚園（九龍塘） 二等獎 

1752973 洪湘寧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二等獎 

2011740 黎彥均 幼稚園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二等獎 

645115 鮑雋澔 幼稚園組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1462200 梁天愉 幼稚園組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二等獎 

1338136 松波祐杜 幼稚園組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二等獎 

1338138 陳芍曈 幼稚園組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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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499 余芍霖 幼稚園組 聖母幼稚園 二等獎 

1828534 駱灝澄 幼稚園組 聖保祿幼稚園 二等獎 

2067651 岡田瀅 幼稚園組 聖嘉勒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1456435 黃品然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二等獎 

1456445 陳卓琳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二等獎 

1749394 梁穎心 幼稚園組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二等獎 

1737862 黃君然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二等獎 

1868641 謝英灃 幼稚園組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鴨脷洲邨幼稚園 二等獎 

1752976 葉海琳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二等獎 

2058693 黃維韜 幼稚園組 馬鞍山靈糧幼稚園 二等獎 

1743790 姚信宇 幼稚園組 基督堂幼稚園 二等獎 

1456434 姜涵之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二等獎 

1904101 文熙朗 幼稚園組 天主教明我幼稚園 二等獎 

1904101 文熙朗 幼稚園組 天主教明我幼稚園 二等獎 

2037133 郭譽霖 幼稚園組 民生書院幼稚園 二等獎 

1947843 潘慧寶 幼稚園組 明慧國際幼稚園 二等獎 

1659792 李詩語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二等獎 

1737859 梁溢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二等獎 

1737863 張汶希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二等獎 

1762748 張師如 幼稚園組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二等獎 

1752974 古朗頤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二等獎 

1752977 邱正芊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二等獎 

2011743 卓浚謙 幼稚園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二等獎 

1641355 李蔚琳 幼稚園組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二等獎 

1573261 黃梓純 幼稚園組 德信幼稚園 二等獎 

1456428 林子睿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二等獎 

1660102 伍柏賢 幼稚園組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二等獎 

1660104 李詩語 幼稚園組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二等獎 

1765757 陳睿謙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二等獎 

1836619 李信光 幼稚園組 保良局莊啓程幼稚園 二等獎 

1336142 陳睿謙 幼稚園組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二等獎 

2028271 朱尚林 幼稚園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1659786 劉子睿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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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734 陳禧晴 幼稚園組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二等獎 

1752971 賴家恩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二等獎 

1708156 黃馥俐 幼稚園組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 二等獎 

2059203 周卓風 幼稚園組 救世軍禾輋幼兒學校 二等獎 

1339405 李泓俊 幼稚園組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二等獎 

1770658 方嘉悅 幼稚園組 聖羅撒幼稚園 二等獎 

1456430 鄧皓揚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二等獎 

2057358 葉澤信 幼稚園組 聖公會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二等獎 

339163 曾亦希 幼稚園組 九龍禮賢學校 二等獎 

2033403 黃柏翹 幼稚園組 佛教金麗幼稚園 二等獎 

1425594 何忻穎 幼稚園組 保良局曹金霖夫人幼稚園 二等獎 

1659784 李凱淇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二等獎 

1737866 陳以諾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二等獎 

2011741 陳俊熹 幼稚園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二等獎 

1765761 王信然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二等獎 

1743101 林博仁 幼稚園組 基督堂幼稚園 二等獎 

1757164 王憬之 幼稚園組 九龍靈糧堂幼稚園 二等獎 

1369866 李智謙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方譚遠良幼兒園 二等獎 

1668242 俞智軒 幼稚園組 又一村學校 三等獎 

1342925 陳睿軒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342927 甄以謙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64 鄭爾珒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72 吳祉樂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762744 潘啟豪 幼稚園組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三等獎 

1765752 鄺靖睎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1974829 葉婷之 幼稚園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三等獎 

329730 蘇子誠 幼稚園組 蘇浙小學幼稚園 三等獎 

1345570 吳梓昕 幼稚園組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三等獎 

2065643 王籽昕 幼稚園組 新九龍婦女會沙角幼兒園 三等獎 

1430192 洪靖霖 幼稚園組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三等獎 

1828537 王楚詠 幼稚園組 聖保祿幼稚園 三等獎 

1456446 何延諾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三等獎 

1660103 陳浚文 幼稚園組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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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428 許瀚霖 幼稚園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58 曾士睿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776884 鄒浩仁 幼稚園組 約克國際幼稚園 三等獎 

2065641 區承朗 幼稚園組 新九龍婦女會沙角幼兒園 三等獎 

1737870 陳品叡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2081756 冼 翹 幼稚園組 香港培道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765754 石力行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1347402 周一奕 幼稚園組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2088413 文苡靜 幼稚園組 樂䔄幼稚園（海峰園） 三等獎 

1824604 陳楚睿 幼稚園組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67 王景天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845157 李日楠 幼稚園組 迦南幼稚園（香港） 三等獎 

2071654 梁芷澄 幼稚園組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三等獎 

1342921 曾頌德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706376 黃梓賢 幼稚園組 青衣商會將軍澳幼稚園 三等獎 

1961988 吳合豈 幼稚園組 維多利亞幼稚園 三等獎 

2071653 羅日桸 幼稚園組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三等獎 

2065642 梁明晞 幼稚園組 新九龍婦女會沙角幼兒園 三等獎 

1749387 林家瑤 幼稚園組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2070441 蘇靖嵐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三等獎 

1949793 郭海茵 幼稚園組 保良局慧妍雅集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75 陸信僖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685961 盧康政 幼稚園組 朗思國際幼稚園（美孚） 三等獎 

1530431 何柏賢 幼稚園組 粉嶺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 三等獎 

1770657 黃嘉勵 幼稚園組 聖羅撒幼稚園 三等獎 

2028276 陳愉婷 幼稚園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749395 彭宜培 幼稚園組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1342918 李穎宜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836620 周翱乾 幼稚園組 保良局莊啓程幼稚園 三等獎 

1433878 李承熹 幼稚園組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三等獎 

2032994 潘俙璦 幼稚園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三等獎 

1342923 柯瑋弦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765749 陳傲堯 幼稚園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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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656 楊詩涵 幼稚園組 聖羅撒幼稚園 三等獎 

1356369 卓日晶 幼稚園組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三等獎 

2037131 殷千雅 幼稚園組 民生書院幼稚園 三等獎 

1749393 張嘉良 幼稚園組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1659791 司徒子恒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71 郭頌哲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752968 李晉熹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三等獎 

1363640 麥梓博 幼稚園組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分校） 三等獎 

2057357 殷啟傑 幼稚園組 聖公會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三等獎 

1953519 侯述文 幼稚園組 聖安娜中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1573262 葉灝林 幼稚園組 德信幼稚園 三等獎 

112262 柯晉迎 幼稚園組 安菲爾學校 三等獎 

1737873 袁晞嵐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513851 劉柏遨 幼稚園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三等獎 

1660101 盧銘賢 幼稚園組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1749388 鄭澤豐 幼稚園組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三等獎 

1342924 鄭爾溱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836618 歐陽誠禧 幼稚園組 保良局莊啓程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65 蘇珀羲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2059933 李金澤 幼稚園組 救世軍禾輋幼兒學校 三等獎 

2032993 關悅翹 幼稚園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三等獎 

2058692 蕭亦駿 幼稚園組 馬鞍山靈糧幼稚園 三等獎 

1942731 陳之立 幼稚園組 蘇浙小學校 三等獎 

1659788 李承彧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1366199 張奕進 幼稚園組 救世軍三聖幼兒學校 三等獎 

1659787 王柏賢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1752966 陳明諄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三等獎 

1390619 鄭翱天 幼稚園組 荃灣聖母幼稚園 三等獎 

1659782 陳耀輝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1769341 陳博偉 幼稚園組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三等獎 

1331429 廖芯瑤 幼稚園組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三等獎 

1752975 吳飛宏 幼稚園組 根德園幼稚園 三等獎 

1659783 林浩峯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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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789 王志銘 幼稚園組 保良局劉陳小寶幼稚園 三等獎 

2074259 呂紫喬 幼稚園組 德怡國際幼稚園（元朗） 三等獎 

1825659 梁栢熙 幼稚園組 寶血幼稚園 三等獎 

1837338 劉浩華 幼稚園組 玫瑰崗幼稚園 三等獎 

645149 黃莃潼 幼稚園組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367767 徐頌雅 幼稚園組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三等獎 

1737877 李樂烻 幼稚園組 宣道幼稚園 三等獎 

1342926 陳敬謙 幼稚園組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三等獎 

1456438 劉皓泓 幼稚園組 學之園幼稚園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