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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135404 劉穎熹 小二級 佛教黃焯菴小學 一等獎 

212664 譚亦孜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212674 傅晨睿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146375 古世寧 小二級 青山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89953 吳栢裕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964 周塏燊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989 廖泓舜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00 施博文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383712 李卓穎 小二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476878 黃濬翹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一等獎 

577589 馬瑋璟 小二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588848 伍樂晴 小二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一等獎 

603946 駱侑妶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77582 羅耀生 小二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一等獎 

271721 雷宜睿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552413 關皓日 小二級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一等獎 

581491 連樂言 小二級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一等獎 

296906 林卓賢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一等獎 

603944 陳家灝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03101 何卓謙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342151 張銘諾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616317 李國誠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232561 鄺詩琪 小二級 五邑鄒振猷學校 一等獎 

212680 莫芯蕾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212705 顧曦文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211738 吳幽 小二級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一等獎 

427509 林卓賢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988 曾亦一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996 張煜坤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81795 李焯翹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一等獎 

643500 李泓謙 小二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383711 彭傲晉 小二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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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12 周子凱 小二級 畢架山小學 一等獎 

603449 陳家灝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588846 楊馨怡 小二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一等獎 

199746 盧浚謙 小二級 鐘聲學校 一等獎 

504518 李思晴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427514 簡思行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264758 鄒詠昕 小二級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一等獎 

120279 周卓寧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45121 王懌鳴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522646 白金妍 小二級 新加坡國際學校 一等獎 

588850 劉懿喬 小二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一等獎 

427495 吳顥鐮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304260 許名鋒 小二級 合一堂學校 一等獎 

689992 李健鋒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994 王浩楠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71702 馬緯軒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271717 黄行浚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119349 譚詠心 小二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22865 鄭悅菱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一等獎 

389949 黃天約 小二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2026628 郭澤希 小二級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一等獎 

329728 趙若揚 小二級 蘇浙小學 一等獎 

427513 吳顥鐮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160421 梁卓霖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一等獎 

301664 賈衍智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一等獎 

643481 朱晉希 小二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594540 郭珮琋 小二級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603938 梁珀僖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03942 胡浠妍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16305 李思朗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319332 劉沛兒 小二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45114 尹霆軒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334174 陳俊熹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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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990 王奕喬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451755 謝海晴 小二級 香港培道小學 一等獎 

624825 張弘諾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一等獎 

292844 李蔚欣 小二級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一等獎 

603108 鄧晴蔚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16321 文梓盈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16322 文頌偉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518158 陳建丞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12670 鄧芊悠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271716 黃擇善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287186 陳楷兒 小二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16310 胡日曦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16313 田睿熙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16320 鞠佩錡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401932 丁明宇 小二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446417 鄭芯語 小二級 保良局世德小學 二等獎 

689985 梁天雋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475163 陳靖熙 小二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87653 湯頌謙 小二級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二等獎 

139822 陳欽宇 小二級 嘉諾撒小學 二等獎 

645246 謝奕廷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342134 吳岱螢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172512 周辰蘊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二等獎 

398125 吳天駿 小二級 民生書院小學 二等獎 

504510 李海若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665982 陳楚玥 小二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二等獎 

665983 徐楹雅 小二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二等獎 

101606 施養研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01674 劉柏宇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490617 方仲衡 小二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476853 陳晞旼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342158 何澤禮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107246 羅康睿 小二級 上水宣道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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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06 劉頌學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167466 張迪堯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504525 陳子仁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212675 湯頌恩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252670 方煒皓 小二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457782 潘星宇 小二級 培僑書院 二等獎 

334181 馬灝峰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16307 任芷芊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212706 鍾愷澄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431599 顧皓嘉 小二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二等獎 

194456 姚梓樂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101581 曾希丞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71700 宋祺然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271728 劉青林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665985 何奕希 小二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二等獎 

216897 許汶洛 小二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592549 余彥霖 小二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二等獎 

360483 李晟業 小二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680317 陳彥衡 小二級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二等獎 

566837 林正灝 小二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20294 甘浩陽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20333 傅鉦皓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476870 高珀浩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2017283 葉承霖 小二級 德萃小學 二等獎 

507798 劉嘉悦 小二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二等獎 

124812 吳泯彥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506590 馬梓皓 小二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212679 蔡卓喬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663990 劉梓媞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194493 雲曦賢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287184 黃紹軒 小二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20332 高可懷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380679 伍逸 小二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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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81 韋子朗 小二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二等獎 

535273 卓穎 小二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二等獎 

589777 李榮狄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863282 陳卓昕 小二級 德望學校 二等獎 

334178 盧梓朗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67484 張芷瑋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689957 陳奕銘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89987 李珀曦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89998 杜星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25379 石一方 小二級 港灣學校 二等獎 

475158 蘇珀毅 小二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342152 黃子謙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167472 翁靖鋋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489285 梁卓堯 小二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399431 彭子墨 小二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504556 黃凱傑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383722 徐子詠 小二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467737 范日朗 小二級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二等獎 

624831 吳梓豪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二等獎 

399453 徐景嵐 小二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663998 陳暐諾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427512 簡翊曦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101573 張梓楓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2770 符詩晨 小二級 培基小學 二等獎 

535275 鄭維珣 小二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二等獎 

296910 盧思行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34179 呂顯博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16308 葛彥禧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162433 柯意朗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二等獎 

665986 周倬忻 小二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二等獎 

566836 張志賢 小二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89958 曹睿曦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220832 吳倩瑤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ROUND 2021 (HONG KONG REGION) 
 

 

518164 戴浩宇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27508 翁梃熙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689991 陸宇軒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254253 吳浩儒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281791 毛啟燊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120289 孟煒棋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05588 駱熙 小二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476858 黃舜謙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296908 蔡鎧駿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62755 林意洛 小二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二等獎 

603941 陳穎妍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109 周昊駿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94745 劉嘉宜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二等獎 

401948 甘諾行 小二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518167 林正龍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39421 梁雅惠 小二級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二等獎 

606419 林子軒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603443 周昊駿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943 萬子晉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34176 李彥朗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67461 張倬霖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172518 馮諾賢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二等獎 

694735 蔡易達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二等獎 

360481 黃鍇恒 小二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504501 陳守敬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09 譚逸也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427510 陳良正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119347 楊旨朗 小二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529960 溫栢楠 小二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89792 曹雅晴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245579 練心慈 小二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631297 黃智謙 小二級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二等獎 

616314 洪啟騰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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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08 付梓霖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638107 蔡宗浩 小二級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二等獎 

407661 蘇莉雅 小二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二等獎 

296913 麥卓熙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531898 伍凱晴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603940 陳旻希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950 楊奕朗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504536 徐知悅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42 冼逸妤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48 饒宸溱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251658 梁珈睿 小二級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二等獎 

427494 李一鳴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19649 石縉諺 小二級 保良局陳溢小學 二等獎 

437814 湯善詠 小二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689993 梁祐一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254254 蘇彥博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194426 謝宗玹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120334 劉梓卉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476875 駱皓希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475167 陳沛諺 小二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89746 羅鈞文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334913 伍凱晴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506603 李睿恩 小二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566838 冼誠博 小二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20336 許智鋮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02773 趙栢熹 小二級 培基小學 三等獎 

645145 黃丹宏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589774 何穎潼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603945 郭家晞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106128 周梓姸 小二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三等獎 

616311 謝語桐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32998 劉焯韋 小二級 台山商會學校 三等獎 

689997 劉栩華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ROUND 2021 (HONG KONG REGION) 
 

 

101571 張梓千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71704 唐意涵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三等獎 

272762 司徒焯弦 小二級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三等獎 

624824 潘梓駿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645125 劉棨洛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45127 呂宗璞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03453 蔡悅銘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95532 洪烯瑜 小二級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03103 陳康臨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167496 林綱弘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124838 林絺宜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398127 曹家綺 小二級 民生書院小學 三等獎 

319298 方梓桐 小二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6586 李梓謙 小二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1230 賴明心 小二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661266 黃燦陽 小二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18646 羅止烽 小二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三等獎 

254341 盧孝欣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71706 吳穎 小二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三等獎 

281793 韓焌宇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95799 周浩聰 小二級 聖三一堂小學 三等獎 

645274 洪梓熙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55413 蔡學謙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三等獎 

616312 鄭旭正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77581 麥嘉軒 小二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124830 陳森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136844 Hegazy 小二級 杯澳公立學校 三等獎 

689986 黎泓熙 小二級 英華小學 三等獎 

254257 紀星遙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8416 梁顥耀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101569 潘芷清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01663 李驊罡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204236 劉鎰僖 小二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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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06 蔡學謙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237266 李婉曈 小二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476857 李子言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529988 張梓綸 小二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296890 徐昊洋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645247 蔡旻均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483839 馮伊廷 小二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三等獎 

616324 馮穎溱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518156 陳昊均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70 張立言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54344 楊陳魯憶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48 王惠姿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73561 李岢陽 小二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三等獎 

119354 謝瑞言 小二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461382 黎正樂 小二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三等獎 

603106 朱啟迪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42141 張奕朗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167482 姚力文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172517 居柏言 小二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三等獎 

694734 劉家齊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18157 何彦峰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01654 吳雨軒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452134 黃颽珈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43512 馮梓恩 小二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467738 盧禮然 小二級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三等獎 

533442 潘墡璧 小二級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三等獎 

334916 謝韋諾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03104 劉梓暘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212687 王心怡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680319 梁洛熙 小二級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三等獎 

452993 李思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87183 任柏鑫 小二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21896 蔡梓熙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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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449 林頌謙 小二級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三等獎 

577616 高芯榆 小二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94742 黃詩雅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344119 符國翰 小二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106125 朱尚政 小二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三等獎 

360478 吳煒期 小二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663999 張峻熙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03476 林曉藍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62829 洪顥寯 小二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95527 陳心盈 小二級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91703 陳希唯 小二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三等獎 

621802 謝子陽 小二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三等獎 

483832 李朗晴 小二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三等獎 

296905 容芷琳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603935 陳駿旻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07797 羅廷芝 小二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三等獎 

518160 吳希銅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4441 濮展翔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81799 廖賢浲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645117 蔡曦哲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260378 余心蕙 小二級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三等獎 

539197 吳愷庭 小二級 聖公會基恩小學 三等獎 

589753 楊梓庭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589755 楊樂桐 小二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621803 盧子樂 小二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三等獎 

677613 楊健塱 小二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694747 湯凱祥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124844 黃嘉慧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360482 鄭好 小二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251659 蔡君涵 小二級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三等獎 

663104 孫子朗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37804 張甯雅 小二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566839 張靖源 小二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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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5 劉冠炘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81794 王承鏗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452127 麥晉瑋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87174 趙紫鍰 小二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1477 陳彥諭 小二級 荃灣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5143 陳宏睿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03455 黎玿杰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85565 鄭湛蓁 小二級 聖若瑟小學 三等獎 

220822 陳琳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220824 胡繽予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577596 陳思穎 小二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03947 孔嘉浚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42135 陳欣陶 小二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518169 陳泳言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3100 鄧正邦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87185 雷鏵尊 小二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37264 林漢楟 小二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606417 劉梓童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619267 張祖堯 小二級 德信學校 三等獎 

237268 葉康霆  小二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475174 陳羨桐 小二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三等獎 

694746 郭奕亨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18161 伍栩瑤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6591 鄺子鈿 小二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3989 梁研孜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07 趙旭輝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27507 曾尚鉦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258410 崔迪琛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452101 陳朗程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120337 簡天裕 小二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45248 彭偉珅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03102 曾煒程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34173 曹銘軒 小二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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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18 陳濬男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94733 劉俊杰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124808 蘇晉亨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518159 張德進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27497 陳婧琦 小二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622861 阮弘軒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673252 袁雅賢 小二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518163 楊凱童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4535 何梓睿 小二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212661 揭天蘊 小二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281796 關智軒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452102 彭頌軒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37267 劉芍彤 小二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282345 石康蕎 小二級 港大同學會小學 三等獎 

533441 周栩妤 小二級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三等獎 

296909 羅以謙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334912 馬諾謙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44140 林珈平 小二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616316 葉加恩  小二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77580 蕭敬騫 小二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518168 陳姵琦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6587 黃琛迪 小二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3105 曾崧茵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09 劉卓穎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101567 陳駿軒 小二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01648 李芷滺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5244 李俊樂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31299 閻瑋逸 小二級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三等獎 

124836 林安曼 小二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518165 鄭紫龍 小二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3997 楊康裕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62 余佳興 小二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281789 談雨荷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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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50 朱婉騏 小二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43498 梁梓言 小二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5129 李俊樂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237265 歐曉樂 小二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603459 伍一藍 小二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220823 陳言式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909 陳子霏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94737 林淑嫻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665961 鍾欣彤 小二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三等獎 

452103 鄭宇晴 小二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407674 石梓謙 小二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三等獎 

362753 昌梓翹 小二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三等獎 

694738 黎子樂 小二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663987 周以諾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03 莫菲兒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54255 林煕桐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1658 陳梓源 小二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281797 胡焯皓 小二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20826 邱健豪 小二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44139 李英樂 小二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3991 馬文皓 小二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54340 郭芷墁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43 戴卓熙 小二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57 李孝昕 小二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96904 梁天恩 小二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645245 陳思悅 小二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77584 劉子煒 小二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401933 江梓妍 小二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334911 郭嘉荃 小二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44138 荊宇航 小二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