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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402991 葉卓斐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一等獎 

689116 梁逸正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18 袁熙宏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22 羅晫桐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20 陳翰霖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23 梁嘉謙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589712 梁峻熙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616304 高肇澤 小四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694715 陳儁宇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一等獎 

689124 何綽豐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27 李昀霖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101577 李澤林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287201 呂璟業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一等獎 

120277 丁灝霆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120281 薛諾天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351258 梁敖峯 小四級 喇沙小學 一等獎 

605515 馬天欣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一等獎 

593559 陳昕嶠 小四級 聖保羅書院小學 一等獎 

585564 李衍俊 小四級 聖若瑟小學 一等獎 

589780 鄭樂瑤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621804 何心怡 小四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一等獎 

671886 徐慶文 小四級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一等獎 

212925 蘇梓渝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167456 田啓諾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212696 蘇梓渝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120295 張佑一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44596 劉軒廷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一等獎 

205746 王哲瀚 小四級 啓思小學 一等獎 

605516 鍾逸康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一等獎 

581488 陳宥維 小四級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一等獎 

585567 謝卓睿 小四級 聖若瑟小學 一等獎 

585569 朱穎揚 小四級 聖若瑟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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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661 蔡錦豪 小四級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一等獎 

511881 李可昕 小四級 滬江小學 一等獎 

125163 洪樂軒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一等獎 

194443 陳子朗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等獎 

427531 劉子謙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119 胡暠晉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89121 廖晉毅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301650 劉芷均 小四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一等獎 

281820 呂承康 小四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一等獎 

120273 王藝斐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116897 任晉廷 小四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一等獎 

645141 鍾灝霆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585570 顏浩 小四級 聖若瑟小學 一等獎 

389971 林朗熹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334924 陳子朗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一等獎 

674285 劉穎蒽 小四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616303 許津瑋 小四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504553 郭彥朗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427523 林以暄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167498 黃梓源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427534 萬嘉樂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271718 張華星 小四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572509 曾毅翔 小四級 聖安多尼學校 一等獎 

329726 楊坤達 小四級 蘇浙小學 一等獎 

212927 黃靖嵐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603973 劉楚睿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212698 黃靖嵐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一等獎 

2082320 陳美蘅 小四級 法國國際學校 一等獎 

431600 陸羨娗 小四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一等獎 

418642 陳一言 小四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一等獎 

216913 鄧穎謙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一等獎 

120327 謝溢謙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44587 莊瀚林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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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77 江冠棋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一等獎 

295795 姜懿 小四級 聖三一堂小學 一等獎 

476879 羅梓洛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一等獎 

155414 鄧雋熹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一等獎 

452145 楊絡弛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一等獎 

383720 郭家叡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529979 周可馨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一等獎 

574467 何浩亨 小四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572513 程天恩 小四級 聖安多尼學校 一等獎 

389960 林諾怡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603969 呂晞彤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446415 譚雋言 小四級 保良局世德小學 一等獎 

427533 何萃哲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418641 陳詡 小四級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一等獎 

441692 廖紫茵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一等獎 

689117 羅靖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52673 傅學賢 小四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一等獎 

380682 高展揚 小四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一等獎 

401924 王鳳鈴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398126 薛芷藝 小四級 民生書院小學 一等獎 

504511 李卓姸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442436 黎政佑 小四級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一等獎 

441695 石天朗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一等獎 

120271 李季孺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252672 高梓灝 小四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一等獎 

383707 黃希霖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562847 文瑋希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621807 陳沛榆 小四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一等獎 

141211 何卓兒 小四級 香港嘉諾撒學校 一等獎 

125394 洪樂軒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一等獎 

475187 陳柏言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360476 黄瀚 小四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441691 崔鑫怡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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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9 楊夏天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452138 羅俊然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381677 陳敖瑋 小四級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二等獎 

518195 陳鈺瑩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54296 文耀清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287200 朱楊越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43501 李泓樂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467735 黎信樂 小四級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二等獎 

457787 陳綽軒 小四級 培僑書院 二等獎 

457789 李欣霖 小四級 培僑書院 二等獎 

116913 張倬綱 小四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二等獎 

645118 潘建亙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45140 鍾灝博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45259 溫洛謙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661283 符景堯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661286 林子桐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432667 徐樂陶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432677 陳俊亨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566844 劉峻熙 小四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90398 張越灝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4483 殷思朗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二等獎 

109575 何佳諾 小四級 黃埔宣道小學 二等獎 

109576 陳紫瑩 小四級 黃埔宣道小學 二等獎 

344168 李健樂 小四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二等獎 

334167 甄健朗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01982 吳智恒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216908 胡子楊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301662 張俊熙 小四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120270 鄺凱瑩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588845 王韋珊 小四級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二等獎 

164445 黃進源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二等獎 

617890 王玉鳳 小四級 太古小學 二等獎 

401929 林靖洛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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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977 蘇渝軒 小四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二等獎 

422388 張卓恆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二等獎 

254309 鄭喆楷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643527 梁嘉晉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589731 鄧梓熙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125396 陳子玄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67487 任兆恩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196878 劉子善 小四級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二等獎 

216910 呂樂鈞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194473 呂傲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120328 施駿樂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44616 王錦天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252668 盧禹軒 小四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193803 李晞藍 小四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二等獎 

529977 張倬綸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291692 鄧汝達 小四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二等獎 

589716 李浩鋒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589717 羅胤桓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334921 陳國益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125165 陳子玄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25170 李天朗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531897 黃子謙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342143 李恒翧 小四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661289 陳夢曉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441704 陳荃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16906 胡雅淇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302925 徐珂珂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二等獎 

452144 姚祉晴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126465 姚溢匡 小四級 般咸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351259 陳穎朗 小四級 喇沙小學 二等獎 

490623 吳晧燊 小四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475185 周梓朗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34311 江梓豪 小四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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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695 楊樂天 小四級 獻主會溥仁小學 二等獎 

674283 陳宥維 小四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3966 黃諾晞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427532 陳卓樂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644595 韓東霖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645116 王紫嫻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237278 葉啟源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二等獎 

407663 林禕晨 小四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二等獎 

475183 葉俊亨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72512 程天佑 小四級 聖安多尼學校 二等獎 

621808 何昫婷 小四級 道教青松小學 二等獎 

603965 劉星宇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401985 蔡子豐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55 黃凱琪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427525 鍾溢希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37803 馮梓軒 小四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二等獎 

271719 陳俊陶 小四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452139 伍婥瑤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204234 丁韞祺 小四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562837 陳祉楠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291706 王晨昊 小四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二等獎 

589751 葉佩縈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125174 李臻哲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344165 楊洋 小四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二等獎 

689126 杜君澔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254294 蔡曉銘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194431 詹梓進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120276 張杰瑞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20291 姚泓治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380678 伍玥 小四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460343 溫珈悠 小四級 嘉諾撒培德學校 二等獎 

362766 林宰圓 小四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二等獎 

334191 廖俊琋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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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48 李昊天 小四級 上水宣道小學 二等獎 

689125 劉子昂 小四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119356 何迪輝 小四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06414 李一悅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389956 段筱韻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220852 張芷萱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二等獎 

483840 馮泳喬 小四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 二等獎 

124851 朱治林 小四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287101 黃文朗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334193 謝柏釗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78562 黃睿希 小四級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二等獎 

441693 劉青雅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441707 馬詩晴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16907 黃梓篔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602767 關尚心 小四級 培基小學 二等獎 

476886 巫喆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577639 鄺世杰 小四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91699 李心妍 小四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二等獎 

220858 林先旺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二等獎 

125168 廖文謙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2022440 陳君睿 小四級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二等獎 

2014635 梁安芯 小四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二等獎 

399414 黃傲摯 小四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212677 劉雅萱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281814 林子棋 小四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204237 劉鍶頤 小四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20313 王臻衡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90402 霍瑋霆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75180 蕭海迪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74456 袁伽臻 小四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89789 雷雅媞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296891 張雋朗 小四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34192 關祖添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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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95 許卓朗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18190 黃子峰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66867 魯柏熹 小四級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二等獎 

663140 劉健浩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441703 李允棋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055941 史明曦 小四級 英基小學 二等獎 

384734 何柏熙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二等獎 

282342 馬雋軒 小四級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二等獎 

603469 胡梓朗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529999 姚君霖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291693 林鑫 小四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二等獎 

296925 吳恩諾 小四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603967 鍾培恩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34201 聶以晴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04563 葉晉霖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422384 孫翊浠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二等獎 

427528 謝穎晴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41699 黎卓軒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302922 蔡秉希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二等獎 

120269 鄭丞皓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43497 利文皓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383696 左禮賢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529997 甄浩希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74468 劉永譽 小四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89972 陳樂澄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241982 潘曉進 小四級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二等獎 

334925 黎淦培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674284 許遵梓 小四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25395 鍾正匡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94760 李鳴瑋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二等獎 

304257 張殷悦 小四級 合一堂學校 二等獎 

427526 梁仲希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32687 吳子信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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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83 陳正珩 小四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281824 楊浚延 小四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287204 姚善瑩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43504 陳詠翹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644583 盛佳悅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125164 鍾正匡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589725 徐梓瑤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124818 歐豐源 小四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427529 黃晧僑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32665 陳海崎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441702 黃奕然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566846 李嘉熹 小四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644615 黃梓乘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116907 李駿鴻 小四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二等獎 

562845 陳樂霖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581496 林主恩 小四級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二等獎 

577641 尹子彤 小四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25588 甄思愮 小四級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二等獎 

125169 蘇展鉅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03964 汪越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43117 黃琳穎 小四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167493 符力恒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694759 吳聖越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01981 張發栗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1282 孫賞橋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2014623 羅嫣斐 小四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三等獎 

101604 林卓熙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52141 彭澤銘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87199 任珀麟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4590 謝雨彤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603475 林曉曈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562850 鄧宥希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41948 郭煦嵐 小四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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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02 楊紫熒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374379 熊雅雯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334923 王駿逸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167490 黃詠恩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427527 鄧溢朗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441697 黃奕晉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441709 陳巧盈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101565 施易希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581 李俊杰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644585 詹哲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237284 邱敬衡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606430 曾尉竣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643505 陳卓琳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437807 董沛熹 小四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194483 岑日雋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101564 何逸朗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54473 任知航 小四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三等獎 

352620 江楚譽 小四級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83723 周浩楠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193807 張庭瑋 小四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三等獎 

534308 蔡兆鋒 小四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554400 鄧幸兒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89723 關紫菁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408675 陳泰銘 小四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101596 梁皓程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16334 陳彥彤 小四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32108 黃雅婷 小四級 台山商會學校 三等獎 

212697 王智詠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237281 陳彥彤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574461 李卓彥 小四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16333 李思穎 小四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152373 張煒澤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401941 黨久淇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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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450 伍洛賢 小四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680318 朱保琳 小四級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三等獎 

422382 陳睿康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40621 卓泰宏 小四級 保良局莊啓程第二小學 三等獎 

254265 吳沛謙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2921 陶沛峯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287206 徐思源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90399 朱頌恩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579 陳文昊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554409 張淑敏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374377 陳子祺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199740 黃綽驍 小四級 鐘聲學校 三等獎 

212926 王智詠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383734 彭裕融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383734 彭裕融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1637 林穎澄 小四級 秀明小學 三等獎 

661284 勞振翔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41696 張宇軒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87205 藍子晴 小四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20282 陳浩朗 小四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90396 唐昊天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580 關泳怡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383695 彭裕融 小四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624848 王聞達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490624 黃雋 小四級 慈幼學校 三等獎 

529957 吳靜煒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36213 李敬仁 小四級 聖公會基愛小學 三等獎 

554397 葉致遠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390977 陳譽文 小四級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645258 伍志遠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125397 關雋樂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152382 胡智韜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52386 溫敏婷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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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490 鄧俊樺 小四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663155 黃曉彤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41710 楊善如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16912 毛凱進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2923 王芊茹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302928 葉駿睿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452120 阮卓翹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190397 吳躍衡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9767 許穎珊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389964 阮筠澄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125166 關雋樂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73258 李東海 小四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167465 劉松濤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401931 林浩峰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360475 鄭靖雯 小四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501639 鄒燁彬 小四級 秀明小學 三等獎 

432666 廖倬賢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441705 周俊熹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566855 吳昊燊 小四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301660 林子喻 小四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452137 洪瑀喬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452147 梁梓皓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43515 倪振楓 小四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4589 吳映誼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237283 曾斯媱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606427 張浩鈞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562834 陳泓滔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29973 葉宏希 小四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475173 陳柏堯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三等獎 

589718 吳婉兒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589772 周睿康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220864 葉泓正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196 楊卓軒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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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1 曾章航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5980 邱俊茗 小四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三等獎 

663164 黃樂童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101575 郭歡儀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81827 丁子殷 小四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2920 黃珈成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644586 張丁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645119 潘亮丞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03478 韓潤東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490619 吳晉祈 小四級 慈幼學校 三等獎 

663143 梁錦泓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03971 馮梓維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152378 李耀東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677597 王奕非 小四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690705 賴駿銨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三等獎 

518193 朱樂騫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6601 游雪薇 小四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506605 鄧敏妍 小四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212684 王詠千 小四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663144 吳曉晴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60 趙一凡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62 雷佳瑤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41694 劉晞晴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194481 王國恩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452142 黃子騫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44617 李沛衡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645123 莫家昇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645148 王睿哲 小四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237279 王可人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562843 何家豪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54401 梁子謙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89760 劉家溍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475191 呂彥樂 小四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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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65 徐曜軒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197 徐宗晞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67481 何睿昕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694758 郭祐彥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55854 蔡逸桐 小四級 天主教博智小學 三等獎 

504516 胡嘉晉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3157 黎承叡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59 羅俊淳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22389 張可嵐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27530 周曉雨 小四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254267 羅浩驊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35 林熙峻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476880 何啓銳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296921 馮熙淳 小四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389951 嚴巧琳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89968 王子齊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74381 冼諾維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08671 張嘉實 小四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125173 羅燊悠 小四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34198 黃信諾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24813 羅暉皓 小四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518199 鍾恩樂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201 張葦航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63163 吳灝軒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22385 葉朗熙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22386 余晟涵 小四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41706 劉穎朗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437812 高美晴 小四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566845 賴琨融 小四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54363 陳葳檬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1659 譚兆宇 小四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452107 黎昕曈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190394 陳萱兒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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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01 陳紫榆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54474 任暢航 小四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三等獎 

237277 張晴玥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577617 鄧睿謙 小四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9783 李彥怡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374384 金諄昕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60344 徐欣樂 小四級 嘉諾撒培德學校 三等獎 

342132 許家盛 小四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34200 簡綽樺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52376 周芷晴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72516 陳衛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三等獎 

650865 歐朗哲 小四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254281 雷芷茵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12 施洧豪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2930 張港海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190395 KWOK YIN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0400 蔡卓謙 小四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572 于小涵 小四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104255 林倬匡 小四級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三等獎 

534315 謝瑞芝 小四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577602 羅雋皓 小四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9715 詹青樺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389962 張雯珺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74380 邱文臻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220862 楊桂宜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930 林譽康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296928 余芷晴 小四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504507 廖晉霆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4578 孫梓桐 小四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3141 柳冠宇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46 姚裕琛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37813 湯善恩 小四級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三等獎 

216911 黎祉寧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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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95 鄭樂希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01570 張紀遊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52123 吳冠澤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452140 吳聿晴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554404 林穎賢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291694 陳信唯 小四級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三等獎 

334922 王卓恩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34931 陳俊宇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34932 劉浚鏗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44161 朱泊霖 小四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518204 蔡昊希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205 潘芷慧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64246 梁存希 小四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三等獎 

399427 李健遵 小四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663153 梁舜堯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32664 孫暘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331939 杜卓晉 小四級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三等獎 

254269 田文俊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62 黃子朗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60 梁冠一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194482 王國舜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101584 黃仁聲 小四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02926 顏子洋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452106 鍾柏言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06429 林狄燊 小四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389969 趙卓怡 小四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74385 薛子琦 小四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344160 鄭卓新 小四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527893 劉易熹 小四級 聖公會主恩小學 三等獎 

408695 余星源 小四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401942 洪鴻明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518198 羅兆朗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99448 郭城 小四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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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51 林卓謙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52 林巧澄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87 戴驛驊 小四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41700 羅峻皓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54364 郭剛峯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634730 李棟延 小四級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452987 胡尚林 小四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22876 黃嘉暉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237282 仇澤培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237285 朱家揚 小四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534326 林柏喬 小四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584576 楊學泓 小四級 聖若瑟英文小學 三等獎 

220860 汪洋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220850 陳樂桐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199 黃思遠 小四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52388 嚴嘉嘉 小四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694757 李詩韻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01984 張可栗 小四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3150 何朗謙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254310 鄭嘉俊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11 洪孜涵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20851 陳史煌 小四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926 曾佑謙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74288 方文鴻 小四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196 伍栩儀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200 吳泊灝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99443 胡君霖 小四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432683 簡浩峰 小四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216909 莊子熙 小四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281813 潘嘉謙 小四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2918 陳梓朗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102254 冼悅芙 小四級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三等獎 

535259 林祖賜 小四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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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98 顏可人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54408 呂梓晴 小四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334928 鄧卓芝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60503 林姿悅 小四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302931 郭芷苒 小四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296923 李鴻鋒 小四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673259 吳小宇 小四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694754 黃晉悠 小四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518197 陳洛儀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18203 張苑善 小四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89282 張子龍 小四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501642 曾學心 小四級 秀明小學 三等獎 

665979 蘇芷琪 小四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三等獎 

663138 陳浩信 小四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41698 陳說謙 小四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54266 田慧珊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271 何健朗 小四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68 陳柏祖 小四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602771 朱泳錡 小四級 培基小學 三等獎 

562830 林博培 小四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89770 司徒曉雯 小四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579840 鄧巧喬 小四級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三等獎 

334929 陸柏灝 小四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74289 劉淑詠 小四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89276 張立言 小四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