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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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106130 林旲謙 小三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一等獎 

171509 黃毅智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一等獎 

427518 陳施淼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107 代熙正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544195 源天恩 小三級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一等獎 

154417 張希誠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一等獎 

562824 王彥博 小三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107245 羅婧瑜 小三級 上水宣道小學 一等獎 

212665 譚善瑜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331938 梁海情 小三級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一等獎 

689104 陳卓熙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06 丘焯元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09 高偲齊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37270 黎偉鑒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一等獎 

105587 唐家烺 小三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593555 陳承澤 小三級 聖保羅書院小學 一等獎 

216905 梁穎心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一等獎 

319297 曾至樂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211733 陳傲舜 小三級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一等獎 

427516 馬樂熙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114 杜晞維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504554 郭彥熙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427519 高立騰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105 葉承旭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493201 張鈉研 小三級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一等獎 

529969 張亦朗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一等獎 

107244 陳永諾 小三級 上水宣道小學 一等獎 

504527 梁嘉豪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649845 黎庭瑋 小三級 東涌天主教學校 一等獎 

432650 段隼堯 小三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一等獎 

689102 周寯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03 鄭珀謙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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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111 吳嘉瑋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71707 鄺頌志 小三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383703 林希玥 小三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383724 陳俊錡 小三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572518 凌琛 小三級 聖安多尼學校 一等獎 

585568 萬柏言 小三級 聖若瑟小學 一等獎 

167501 文晞欣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106129 龔辰煊 小三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一等獎 

165446 馮芊蔚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一等獎 

431596 單宇辰 小三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一等獎 

689968 吳昊謙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13 吳旻謙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87190 王啟諾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一等獎 

120290 顏希佑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43488 李昊盛 小三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622871 唐沚晴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一等獎 

603473 關子言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75571 李政燁 小三級 黃大仙官立小學 一等獎 

546418 陳耀華 小三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一等獎 

546420 朱文睿 小三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一等獎 

593557 張嘉謙 小三級 聖保羅書院小學 一等獎 

577604 鄭梓謙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577605 鄭梓霖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03953 唐韶鋒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401919 王鳳悅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194419 殷子承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一等獎 

457784 鄭澤鎏 小三級 培僑書院 一等獎 

101607 王子心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17892 王鳳霞 小三級 太古小學 一等獎 

401923 陳鈞傑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504528 梁嘉升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680314 陳鋭珈 小三級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一等獎 

603450 吳天皓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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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14 張卓謙 小三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一等獎 

603955 吳宏熙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342146 馬銘宇 小三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334189 劉子軒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108285 繆荣桓 小三級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一等獎 

616326 張雅雪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167499 黃梓雅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677587 韓佳晉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一等獎 

401978 陳羿廷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319325 黃佳瑜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194434 李昊宸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一等獎 

644609 李易軒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一等獎 

644610 李易東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一等獎 

589713 陳泓靜 小三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212662 張嘉欣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124806 邱泳霖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一等獎 

211735 曾皓楠 小三級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一等獎 

422381 劉灝翹 小三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一等獎 

566841 林高進 小三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一等獎 

689101 陳柏言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08 江璟翀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301649 劉彥良 小三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一等獎 

120293 陳思懿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43507 陳俊熙 小三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475159 李晉霆 小三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一等獎 

340122 葉一 小三級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二等獎 

689110 陳維謙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120341 陳卓彥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541947 霍溢希 小三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二等獎 

533444 黃筠淇 小三級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二等獎 

125155 柯智良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25159 羅希瑤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342136 陳緯諾 小三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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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891 王鳳珍 小三級 太古小學 二等獎 

427515 楊鉑濤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689965 李建亨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89115 蘇敬軒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254291 楊子龍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281807 鍾溢軒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二等獎 

622874 高嘉靖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二等獎 

578720 蕭頌謙 小三級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二等獎 

689152 鄭皓文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577636 張俊熙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77589 樊晉豪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二等獎 

124809 黃建銘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124848 黃江釗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360477 王正為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360487 郭尚澄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504567 古洛銘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143179 譚傲言 小三級 迦密愛禮信小學 二等獎 

194432 許漢峰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二等獎 

271695 甄皓璋 小三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281802 譚梓浩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二等獎 

190389 黎栢麟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44608 李星宇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357210 王梓灝 小三級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6422 文衍陽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293843 黃雪恩 小三級 嘉諾撒聖家學校 二等獎 

289883 楊樂兒 小三級 天神嘉諾撒學校 二等獎 

617889 王鳳麒 小三級 太古小學 二等獎 

439424 蘇承佑 小三級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二等獎 

216904 明若晨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143177 李曉諾 小三級 迦密愛禮信小學 二等獎 

301666 黎烙因 小三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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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124 李樂琛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534296 葉穎芊 小三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二等獎 

427498 張景堯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52110 余竣劻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296938 邱薰霏 小三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99430 麥嘉軒 小三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401927 高梓軒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402990 李俊煬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二等獎 

319302 馬浩然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32676 鄭方圓 小三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437798 阮樂 小三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437799 丁嘉杰 小三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193795 謝廷鏗 小三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二等獎 

624829 唐嘯天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二等獎 

461384 林津瑋 小三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二等獎 

572515 李昀叡 小三級 聖安多尼學校 二等獎 

645253 杜柏彥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03960 岑可俊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42133 李諾謙 小三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518187 王語彤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87191 馮樂恩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54468 陳酋中 小三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二等獎 

643483 陳禮哲 小三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394330 周琢淵 小三級 循道學校 二等獎 

595529 蘇可翹 小三級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88849 林子淳 小三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二等獎 

454649 吳政航 小三級 寶血小學 二等獎 

602782 莊旻錞 小三級 培基小學 二等獎 

616329 鄭釗軒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77585 陳梓茵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二等獎 

677591 梁朗菡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二等獎 

399446 李懿澄 小三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212704 黃凱琳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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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38 陳楚晞 小三級 香港培正小學 二等獎 

645131 林彥豪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45133 金汶蒨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591587 馮進鏗 小三級 聖博德學校 二等獎 

621809 朱梓浩 小三級 道教青松小學 二等獎 

511882 梁皓舜 小三級 滬江小學 二等獎 

296914 朱柏橋 小三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101574 駱熙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60472 陳韻熙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661231 吳文璵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194466 林樂軒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二等獎 

452986 黎浩然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644607 戴俊銘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644611 何文杰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481838 李昀靜 小三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二等獎 

125147 羅千翔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67500 樊禮夏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167500 樊禮夏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125398 劉彥廷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63122 郭曜愷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661234 余芷晴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427517 周港浚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27520 吳曉澄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216900 劉佳珍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689959 張仲翹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89961 邱日朗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380687 蔡宛容 小三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383731 許文博 小三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237269 張殷朗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二等獎 

606420 嚴子淇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546417 冼嘉謙 小三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二等獎 

334919 何浩言 小三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125143 劉彥廷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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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032 李思蔚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2121032 李思蔚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603952 關澔茗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954 葉琋媃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77593 鍾柏朗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二等獎 

304255 陳諾謙 小三級 合一堂學校 二等獎 

319318 陳美瑩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50861 崔皓軒 小三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二等獎 

439423 許竣深 小三級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二等獎 

442434 黃煒晉 小三級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二等獎 

216901 黃珞傜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120274 譚天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529956 殷穎詩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125153 邱啟傑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17888 王鳳麟 小三級 太古小學 二等獎 

663128 嚴皓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101578 李紫嫣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20268 林子朗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90424 黃卓瑩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3454 李芯穎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529995 張祖明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74462 石頌熙 小三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93558 廖海宇 小三級 聖保羅書院小學 二等獎 

220838 鍾昊希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二等獎 

674279 劉子煜 小三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16330 劉溢希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167452 韓其叡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678569 魯卡雅 小三級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二等獎 

518176 陳家朗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18177 張偉培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19342 尹淳一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60473 李健熹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427521 倪浩峻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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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843 吳柏希 小三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89950 陳彥豐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101572 王晞翔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01646 蘇柏謙 小三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603479 韓潤銘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531900 李毅奇 小三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546419 羅健烽 小三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二等獎 

162430 區晉銘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二等獎 

446414 林卓彥 小三級 保良局世德小學 二等獎 

254350 黃子昊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194491 李卓言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二等獎 

380684 羅樂曈 小三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237271 馮梓朗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二等獎 

529985 李一澍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77623 林柏瑜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96919 李燊柏 小三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125160 梁梓軒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45250 黃泓鋒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03959 林子杰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432689 陳學臻 小三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437815 沈明山 小三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216898 黎栢希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204260 田勝安 小三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90419 吳苡澄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44571 趙澤僑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529968 吳汯澔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74464 陳淏華 小三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96916 甄廷軒 小三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674274 茹彥臻 小三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60500 梁逸喬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344118 梁諾唯 小三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二等獎 

334187 葉晞桐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06602 周庭康 小三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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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522 鄧筱游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281806 胡舒婷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二等獎 

452996 譚栢熙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287192 卞巧思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20311 吳曈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16912 葉思澄 小三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二等獎 

606412 余鐘靈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536225 陸煒程 小三級 聖公會基愛小學 二等獎 

593562 文恩冕 小三級 聖保羅書院小學 二等獎 

689153 李以翹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124804 傅熙怡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504532 呂美欣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66840 廖子皓 小三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54331 歐振淇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01592 李昊翰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87189 蘇韋弦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90385 張智然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24827 林昊俊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237274 柯浚諾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471190 李希朗 小三級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三等獎 

535260 蔡善雅 小三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三等獎 

589719 歐曦雯 小三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231797 梁雋彥 小三級 農圃道官立小學 三等獎 

374368 顏子倩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645252 趙雪言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24828 林子渝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125399 鍾正浩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16332 翁啟博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94720 郭珀銘 小三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71879 張婧琳 小三級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三等獎 

437816 楊力行 小三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566842 樂梓維 小三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98694 陳杫榆 小三級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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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23 林子渝 小三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三等獎 

120318 李東翰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20338 洪琬瑜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19353 麥綽遙 小三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90428 張又天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613 涂家睿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407673 蕭諾晴 小三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三等獎 

529971 鄺子恒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91588 陳永澤 小三級 聖博德學校 三等獎 

291704 黃子鋒 小三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三等獎 

125144 鍾正浩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125157 梁知行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74277 余寶琳 小三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89278 吳昊知 小三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99412 莫梓謙 小三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427493 黃梓陽 小三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432686 陳沅翹 小三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190426 葉卓穎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22868 許澤標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645138 肖睿欣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592550 陳縉軒 小三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三等獎 

577593 周灝程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79101 劉卓藍 小三級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三等獎 

125401 吳焯楠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165449 魏子揚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三等獎 

167464 鄭家謙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167471 陳彥彤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401980 張潤莛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4534 劉栩逸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212699 黃靖炘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194500 杜隼一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三等獎 

301675 潘璟豐 小三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281800 蘇穎亨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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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校 

281805 劉綽芝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三等獎 

644569 張汐玥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461383 吳焯楠 小三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三等獎 

534329 黃雅婷 小三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374373 潘星潼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08686 潘冠輊 小三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125154 譚梓軒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518180 李晨曦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60485 馮承希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212703 區依淳 小三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663120 張晧軒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23 李朗言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32680 鄭卓翹 小三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287197 黃印燊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20292 劉力睿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90420 廖俊碩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0421 黎展君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0423 潘縉義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80688 陳錦豐 小三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三等獎 

606424 王綽瑩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389973 侯心言 小三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562854 譚安進 小三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401977 楊博聰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1272 蔡詩妍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690702 劉力誠 小三級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三等獎 

504531 郭令淳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89112 王喆 小三級 英華小學 三等獎 

101579 李昊霖 小三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079691 蔡詩妍 小三級 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 三等獎 

204258 黃耀華 小三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45150 許欣哲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478949 周雋樂 小三級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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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606 管俊熹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8847 陳皚諭 小三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三等獎 

449701 張鉦昇 小三級 獻主會溥仁小學 三等獎 

603961 林芷欣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694752 何浩軒 小三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04508 林靖然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50851 陳達圻 小三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661276 蔡紫晴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37825 蘇鉦傑 小三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287194 林子暉 小三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04239 鄧嘉穎 小三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538237 陳銘暉 小三級 聖公會基榮小學 三等獎 

472249 李彥鋒 小三級 聖公會基福小學 三等獎 

574465 鄧澂曦 小三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74369 黃以樂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54646 邵樂旼 小三級 寶血小學 三等獎 

125151 黃天陽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34185 馮志權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7595 黃沁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360486 王翔熙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529962 高家浚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477134 梁凱晴 小三級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三等獎 

534332 陳泓叡 小三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592547 何承叡 小三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三等獎 

291690 黃浩賢 小三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三等獎 

374371 古樂仁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306117 林子涵 小三級 弘立書院 三等獎 

645255 黃玥晴 小三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16328 葉子浩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94753 潘柏熹 小三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363882 陳漢燁 小三級 天主教領島學校 三等獎 

518179 陳令殷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19330 伍學泓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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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419 曾曉洛 小三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1237 吳卓熙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51754 黃敬然 小三級 香港培道小學 三等獎 

190422 黃天翔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612 鄭鎧軒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116900 黃愷晉 小三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三等獎 

603462 石恩晞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29102 溫梓睿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475144 李諾晞 小三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三等獎 

577644 陳朗 小三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9720 梁犧尤 小三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296920 翁婧愉 小三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125149 曾捷悟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34182 姚梓駿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01950 羅仟淇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401979 吳欣寧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319289 張禮寅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0911 徐承亨 小三級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三等獎 

663133 吳昊天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35 温子滺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36 胡建業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74 謝焱垣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254355 符皓竣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78770 林麗欣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三等獎 

222850 
NEEL ABHISHEK 

KAPILESHWAR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三等獎 

237273 林灝龍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476862 陳沛蔚 小三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374372 呂家樂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674278 江梓釗 小三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24842 麥兆瑩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663127 劉雅琳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16887 明宥莉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254314 李詩儀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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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34 黃卓騰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81801 顏子俊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三等獎 

452108 黎曉曈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22870 王汶彥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116906 吳晉熙 小三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三等獎 

606411 黃以晴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606423 鄧振宇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606425 莫浩然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529959 林愷喬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92551 陳鍏賢 小三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三等獎 

334917 黃嘉琪 小三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125146 李冠辰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125158 王穎兒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04256 蔡卓謙 小三級 合一堂學校 三等獎 

334184 江梓鋒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7592 高曉嵐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411138 伍君昊 小三級 白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41 邱嘉琳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82 陸思瀚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1236 盧方銘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254351 王海晴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83698 吳旻庭 小三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475168 葉曦霖 小三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三等獎 

536214 何珀喬 小三級 聖公會基愛小學 三等獎 

374366 郭丞罡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199743 林皓朗 小三級 鐘聲學校 三等獎 

125156 鄧紫琳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60501 吳軼晴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334186 梁卓朗 小三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71511 李梓濠 小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三等獎 

518171 陳霄霏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4571 趙若雅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1278 鄭曦鏇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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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54 符卓思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71715 吳敬健 小三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三等獎 

120340 蕭晉誠 小三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22875 吳逸嵐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574452 林子軒 小三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16902 陳  喆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603957 馮旨呈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694751 鄭宇丞 小三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18172 傅詠茵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81 陳妙涵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84 周升朗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85 馮卓男 小三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50853 姜智豪 小三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663131 李晴彥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54357 楊陳魯粵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81771 陳臻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三等獎 

452128 馬崑皓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24815 曾子悠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529990 麥沛琳 小三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81493 陳衍澄 小三級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三等獎 

334918 黃雅瑜 小三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74275 區梓俊 小三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16327 曾爾璇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124822 李桌霆 小三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399447 歐陽諾 小三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504530 周駿 小三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3118 韋樂儀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41742 張天恩 小三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16903 區日瑤 小三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1668 陳思衡 小三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452115 黃嘉瑜 小三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190427 趙崇浩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8211 鄧皓 小三級 深水埗官立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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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869 張譽曦 小三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291691 譚均宜 小三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三等獎 

616325 陳熙霖 小三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77586 梁皓輝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319322 甄熙晴 小三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86377 楊沛璇 小三級 青松侯寶垣小學 三等獎 

254290 劉徐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22 方思辰 小三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 
三等獎 

334920 譚善嫣 小三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60499 鍾樂瑤 小三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125400 關雋曦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03956 趙穎芝 小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677590 梁子豪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401922 李承祐 小三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650849 鄺浩彬 小三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650857 劉遠鴻 小三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663115 楊雅婷 小三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75 潘駿儒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661280 關子浩 小三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254292 鄭淦倫 小三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81811 李嘉衛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 
三等獎 

190425 黃家鋒 小三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83729 張寶仁 小三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476863 黎佩儀 小三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532891 楊逸 小三級 聖公會主風小學 三等獎 

536235 陳姿彤 小三級 聖公會基愛小學 三等獎 

535287 歐陽喜盈 小三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三等獎 

589787 金雪盈 小三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374370 李肇洋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374376 潘韵而 小三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125145 關雋曦 小三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281804 譚梓熙 小三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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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校 

220848 尤仕琛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534300 楊樂熙 小三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342148 李焯嵐 小三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677588 周俊廷 小三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489286 布竣諾 小三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644573 于欣瑤 小三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116910 曾子謙 小三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三等獎 

237275 譚凱晴 小三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590583 黃婉柔 小三級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三等獎 

220844 邱惠瑩 小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