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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689129 汪峻騰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383697 林煜皓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一等獎 

603984 何卓謙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689128 施朗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562821 王彥傑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689131 紀詩遠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2028275 洪可懿 小五級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360509 陳子朗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一等獎 

562819 李嘉鴻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558896 陳霆鏗 小五級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一等獎 

475189 李欣澄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一等獎 

281834 趙珀朗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一等獎 

541931 莊俙祐 小五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一等獎 

621810 黃朗峰 小五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一等獎 

579842 王韻姿 小五級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一等獎 

616337 鄧嘉琳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351257 何學臻 小五級 喇沙小學 一等獎 

616346 鄺雨超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506595 蕭溢朗 小五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一等獎 

562818 余長熙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389966 熊子萱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622882 吳梓昕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一等獎 

522645 潘星宇 小五級 新加坡國際學校 一等獎 

329727 伍玥 小五級 蘇浙小學 一等獎 

566848 張啟進 小五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一等獎 

654466 曾梓軒 小五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一等獎 

693698 祖燨源 小五級 元朗官立小學 一等獎 

2019499 唐子轩 小五級 沙田小學 一等獎 

427544 吳臻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254365 蔡依庭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一等獎 

101563 張瑤霖 小五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302940 王家偉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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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467 曾梓朗 小五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一等獎 

603471 蘇靖禧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105596 許宇亮 小五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603977 李卓熹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167470 莫仲熙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124805 梁浩舜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一等獎 

422391 黃浚滔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一等獎 

422392 黃浚溢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一等獎 

673249 萬家豪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一等獎 

689133 廖彥彰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34731 江茗鈺 小五級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一等獎 

287214 翟一鳴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一等獎 

562823 黃灝雋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一等獎 

554385 樂雋熙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一等獎 

106131 夏子堯 小五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一等獎 

400801 王柏喻 小五級 天主教伍華小學 一等獎 

617885 許宇明 小五級 太古小學 一等獎 

319324 陳穎謙 小五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432690 吳松軒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一等獎 

139821 吳羿璋 小五級 嘉諾撒小學 一等獎 

589794 吳浩然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204249 黃子謙 小五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一等獎 

689139 莊傲庭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483834 蕭恩晞 小五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一等獎 

106127 姚柏仲 小五級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一等獎 

271713 熊菲菲 小五級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一等獎 

141869 吳百豈 小五級 香港嘉諾撒學校 一等獎 

603464 董子悅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589732 許錦熙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603975 駱汛知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等獎 

401914 許媚云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429446 陳柏均 小五級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一等獎 

427540 林杏瑜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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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541 林以臻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一等獎 

689134 張雋弘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395998 黄元灝 小五級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一等獎 

589728 龔芍姿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374395 游壹淳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一等獎 

504506 曹洪鳴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331937 鄧楚軒 小五級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一等獎 

689135 莊傲鈞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401938 李泓海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一等獎 

253674 蔡柏全 小五級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一等獎 

261367 張軒溢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一等獎 

475164 黃讚科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一等獎 

589730 朱思璇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343111 鄧焯軒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一等獎 

504512 區承謙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504540 歐陽樂言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689138 潘樂遨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194484 許泓澤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等獎 

589781 鄭稀文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645261 顏子洭 小五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一等獎 

301651 鍾獻凱 小五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一等獎 

278768 黃俊杰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一等獎 

261373 盧賢心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一等獎 

554367 郭曜甄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一等獎 

621818 陳愷竑 小五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一等獎 

334202 謝天賜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167485 黎穎欣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一等獎 

617887 王通 小五級 太古小學 一等獎 

504503 陳霛嫕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504551 麥倚藍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663176 馬慕涵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一等獎 

689136 虞建豪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一等獎 

643480 黃學睿 小五級 荃灣官立小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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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45 霍逸朗 小五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一等獎 

572517 凌哲 小五級 聖安多尼學校 一等獎 

589757 譚樂然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一等獎 

139824 陳蘇珊 小五級 嘉諾撒小學 一等獎 

389963 陳芯妍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162434 莫曉璇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一等獎 

616302 文光耀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301685 馮梓朗 小五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二等獎 

343109 謝雨岐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42154 吳栢添 小五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504500 陳靖之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427537 黃啟睿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32651 蔡梓朗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689130 陳俊燊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89137 郭叡齊 小五級 英華小學 二等獎 

643523 王嘉軒 小五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581492 陳衍穎 小五級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二等獎 

358688 朱子芊 小五級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二等獎 

231798 馮湛文 小五級 農圃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616342 文光耀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03986 向洋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43110 鄧芷蕎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455871 勞溢豪 小五級 天主教博智小學 二等獎 

518220 陳家駿 小五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60492 鄭焯男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二等獎 

504576 關柏禧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2014633 鄧昊文 小五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二等獎 

190413 李梓濤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62849 翟君浩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475148 張偉霆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454643 張宸屹 小五級 寶血小學 二等獎 

603989 陳源峰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427542 李諾晞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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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56 陳漢森 小五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165448 朱迪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二等獎 

470340 潘一諾 小五級 玫瑰崗學校 二等獎 

216915 許汶軒 小五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190387 殷梓銘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90630 方天衡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562851 劉青霖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2002665 陳浚峯 小五級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二等獎 

374398 張滿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二等獎 

245578 陳煦詠 小五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25182 翁浩林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83634 馬瑞陽 小五級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二等獎 

2014626 繆至成 小五級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二等獎 

281837 梁茵然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380683 蔡芷晴 小五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二等獎 

125181 黃天一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83633 黃子鋒 小五級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二等獎 

603976 周子森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978 吳家熠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190414 李梓濠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334209 陳樂賢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24846 伍柏翹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518221 陳浩航 小五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27536 王心瑞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273558 李諾一 小五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二等獎 

120272 陳芊潓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44575 王素琪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603447 周子森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589727 鄭汶朗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139823 陳怡婷 小五級 嘉諾撒小學 二等獎 

362761 陳首綽 小五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二等獎 

645263 馮日 小五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二等獎 

254414 江碩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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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92 余卓謙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334207 黃心澄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73278 歐陽樂祈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124803 黃柏昕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427545 黃弘瀚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101582 郭悦銘 小五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281841 鍾偉翔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476854 何學禮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476882 莫奕楠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231800 張婷睎 小五級 農圃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619268 王栢弢 小五級 德信學校 二等獎 

125177 余卓謙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334211 陳家俊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16341 陳敏政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617886 黃彥皓 小五級 太古小學 二等獎 

504575 關柏謙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281829 韓馨舜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120262 林澋一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90393 陳燁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476855 盧峻浩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296929 鄧子謙 小五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680321 彭康澄 小五級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二等獎 

663180 黃詩雅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460349 張凱婷 小五級 嘉諾撒培德學校 二等獎 

566851 黃柏希 小五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94433 李昊栩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120283 張淏林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22884 凌鈺珍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二等獎 

261368 秦啟嵐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二等獎 

603468 梁丞禧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109574 董宛蓓 小五級 黃埔宣道小學 二等獎 

105598 黃家樂 小五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476868 張凱婷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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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178 呂逸朗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674291 陳靖雯 小五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02781 丘嘉敏 小五級 培基小學 二等獎 

343113 周麗柔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124821 布塱迪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二等獎 

661298 梁錫昆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二等獎 

216886 明宥時 小五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602765 梁樂仁 小五級 培基小學 二等獎 

490629 麥梓皓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407664 趙迪軒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二等獎 

535280 賴柏霖 小五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二等獎 

589737 莫靜喬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454638 李柏朗 小五級 寶血小學 二等獎 

334937 謝頌希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125190 姚昱初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03979 郭涵銘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99415 葉知禮 小五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二等獎 

501640 李飛霆 小五級 秀明小學 二等獎 

663169 李悅朗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441713 何宛螢 小五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54367 高永平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206504 盧智仁 小五級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二等獎 

287208 孔繁凱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261369 鍾歷航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二等獎 

295797 陳沛聰 小五級 聖三一堂小學 二等獎 

592548 羅淳恩 小五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二等獎 

358687 蔡傲政 小五級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二等獎 

589784 趙靖桐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389946 張一諾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389957 李沛榆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603981 曾珞軒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603985 蔣雙陽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34221 香釨灝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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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66 李麗鳴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616338 嚴栢霖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獎 

171508 莫偉邦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二等獎 

506594 温焯生 小五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194498 俞樂均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二等獎 

490628 楊清朗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562822 廖梓博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562828 洪逸寯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562838 温梓灝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二等獎 

476871 李彥臻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二等獎 

572516 高國昌 小五級 聖安多尼學校 二等獎 

374396 祝子欣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二等獎 

408690 應浩森 小五級 獻主會小學 二等獎 

220867 陳思穎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二等獎 

125179 鄧梓朗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25180 張汶希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673255 林梓筠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167480 尤成智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422394 陳霆謙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二等獎 

431597 賈英祖 小五級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二等獎 

432671 葉濤任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634733 吳香迎 小五級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二等獎 

302934 朱柏熙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二等獎 

302938 劉嘉熹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二等獎 

287210 余嘉昇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二等獎 

119355 鄭諾希 小五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644574 胡達海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二等獎 

237287 方梓恒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二等獎 

475157 林俊其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374390 劉澳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二等獎 

334944 林羿臻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125193 吳正男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二等獎 

152410 黃祉維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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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264 黃子軒 小五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603983 鍾卓茵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二等獎 

342139 孫震銘 小五級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二等獎 

334217 林曜霆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73250 張潔明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167497 蕭澤森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二等獎 

401939 呂鴻銘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02 林森杰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504513 陸熙文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二等獎 

212676 黃愷晴 小五級 拔萃女小學 二等獎 

422395 黎培宜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二等獎 

441741 黃子軒 小五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54317 鄭思涵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二等獎 

119357 石希瑜 小五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二等獎 

190391 梁高銘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643508 吳彥滔 小五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490627 劉澤楓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二等獎 

529967 庄崇熙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29989 盧柏然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二等獎 

595531 洪海銚 小五級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589738 郭啟捷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589750 何卓熙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578721 陳曦彤 小五級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二等獎 

362762 胡瑾瑜 小五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二等獎 

334214 郭致燊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52397 霍思穎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二等獎 

455865 朱晉樂 小五級 天主教博智小學 二等獎 

135409 鄭凱文 小五級 佛教黃焯菴小學 二等獎 

506592 陳柏文 小五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二等獎 

663170 胡樂晴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663173 區展堂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二等獎 

427538 黃樂心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二等獎 

432657 周晉霆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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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19 許逸朗 小五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等獎 

281847 葉潁勤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二等獎 

452999 黃浩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二等獎 

643492 朱梓澄 小五級 荃灣官立小學 二等獎 

383699 葉允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383702 林頌熹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383705 李浩銘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二等獎 

193798 李哲仁 小五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二等獎 

237288 何宇凡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二等獎 

606433 葉浩匡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二等獎 

407657 香睿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二等獎 

407671 宋梓峯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二等獎 

475165 黃朗信 小五級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二等獎 

534310 何詠琳 小五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二等獎 

534318 戴靖軒 小五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二等獎 

589733 謝凱琳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589776 徐浚熙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二等獎 

408689 韋曉瀅 小五級 獻主會小學 二等獎 

334938 馮承謙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二等獎 

674292 鍾日進 小五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二等獎 

167488 周俊榮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三等獎 

694773 劉采芸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629796 蔡柏進 小五級 天水圍官立小學 三等獎 

124833 黃奕誠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401960 嚴天行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三等獎 

401986 賴衍澄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464249 宋芷筠 小五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三等獎 

504547 陸子晴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61233 孫柏熙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32670 劉宗平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566849 周永健 小五級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254301 謝卓軒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1669 阮懷進 小五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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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31 鄧志霖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2939 麥政恒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452983 駱漢羲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04245 吳修權 小五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19358 陳煦淳 小五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16915 柯鈞彥 小五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三等獎 

261375 黃珞怡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三等獎 

105597 陳霆軒 小五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562820 王家樂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476872 郭禹霆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三等獎 

529963 陳宥誠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54390 林穎可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54391 黃栩誠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296930 曾顯程 小五級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258419 關頴希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489287 張珀僖 小五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34203 劉博禮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13 何日彤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16 林智湧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38 陳旻熙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52404 王建津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61441 胡恩慈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三等獎 

164443 石雋泓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三等獎 

694763 陳書柔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01934 莊博超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212693 江欣穎 小五級 拔萃女小學 三等獎 

661299 林子深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32669 劉承浠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302932 蔡佳晟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452149 盧卓軒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622881 唐嘉淇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538248 陳思慧 小五級 聖公會基榮小學 三等獎 

554387 蔡存希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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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455 劉珈汝 小五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1884 何楷睿 小五級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三等獎 

619266 許俊傑 小五級 德信學校 三等獎 

454642 曾浩霖 小五級 寶血小學 三等獎 

287217 王詠嘉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03114 劉梓熙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34215 林鴻宇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3256 何依玲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673281 張梓熙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108294 李俊曦 小五級 大坑東宣道小學 三等獎 

152406 郭卓南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677598 廖逸楠 小五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693699 丘灝哲 小五級 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518212 張思瑤 小五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89274 呂康悠 小五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19316 王鈊沂 小五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99416 蕭亦嵐 小五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432656 郭柏謙 小五級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三等獎 

441712 吳宇軒 小五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54303 李想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49 李昱希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81832 廖崇謙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81838 林汝陽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452117 郭文軒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452132 張詠彤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87212 張振軒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44602 陳心怡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193806 潘俊軒 小五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三等獎 

237286 張殷嵐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237296 鍾梓灝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330332 李駿熙 小五級 景林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05584 徐冠華 小五級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三等獎 

490633 梁柏彥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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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658 鍾柏豪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三等獎 

534328 黃雅琳 小五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389959 吳天潁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90978 梁瑋樂 小五級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220878 潘晴兒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645260 陳思學 小五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515101 李竣恒 小五級 沙田崇真學校 三等獎 

334237 張永希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52408 黃思杰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62429 尹獻頌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三等獎 

677601 馮家盈 小五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124841 麥玉臻 小五級 天主教柏德學校 三等獎 

464243 柯思安 小五級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三等獎 

504522 羅希雅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1641 曾學謙 小五級 秀明小學 三等獎 

422393 郭凱晴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258411 崔敏玥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101590 黄卓軒 小五級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87216 李鎧安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90392 梁恩慈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0417 楊啟頌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24828 陳智遠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116903 馬浚亨 小五級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三等獎 

237289 張雨佳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606432 莫宛澄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三等獎 

562831 黎子弦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41946 劉旭朗 小五級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三等獎 

574473 梁凱婷 小五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293842 陳善祈 小五級 嘉諾撒聖家學校 三等獎 

125390 陳業璁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03990 蕭賢志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34220 唐一可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39 黃穎欣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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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41 李家雯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19331 鄭㯋天 小五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4537 蕭珈浠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6600 鄭卓峰 小五級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696646 劉翰銘 小五級 育賢學校 三等獎 

663188 劉紫淇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422396 王溢軒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22399 張俊傑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427539 韓峰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254260 馮譽鈞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261 韓湘文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07 王榆涵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66 符皓然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194488 劉頌恩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81835 馮俊琂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81839 莊浩嚴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452124 楊睿賢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190415 梁澤森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44591 馮子雯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644593 甘恬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383713 鄭梓晴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622880 邵邦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三等獎 

645122 譚欣庭 小五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562835 潘樂衡 小五級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三等獎 

554395 陳宇軒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46415 黃穎沁 小五級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三等獎 

589741 林浚彥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621811 卓逸朗 小五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三等獎 

621812 廖浩軒 小五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三等獎 

374394 甄雅雯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08682 曾德瀚 小五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408683 黃彩欣 小五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334933 李樂瑤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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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941 鄭愉熹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125176 陳業璁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45264 李崇樂 小五級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三等獎 

360510 柳英彥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624832 羅梓豪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940 余聖傑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43112 梁美施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343116 王思睿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334210 吳卓灝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40 郭頌螢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3264 傅泰元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616349 楊芯菲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16350 楊文俊 小五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三等獎 

693686 于經遠 小五級 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94764 陳希朗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694769 胡志豪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55853 徐若晴 小五級 天主教博智小學 三等獎 

632110 蔡一瑜 小五級 台山商會學校 三等獎 

518222 余恩希 小五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04514 陳浩天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4539 范禮希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4550 廖芷瑩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96645 黃寶燕 小五級 育賢學校 三等獎 

663175 劉瑞天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82 鄭賜熙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93 陳卓建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661297 林樂心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27535 李天灝 小五級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三等獎 

441716 蘇嘉旭 小五級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三等獎 

216917 陳進謙 小五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254306 盛天源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8414 葉致生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287211 趙奕匡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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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7 許洛熙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20285 盧躍男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20309 梁諾僖 小五級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119348 楊旨悅 小五級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02772 高梓堯 小五級 培基小學 三等獎 

602774 陳以心 小五級 培基小學 三等獎 

237291 甄向榮 小五級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三等獎 

261371 李綽菱 小五級 港澳信義會小學 三等獎 

407666 周子木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三等獎 

407669 許城華 小五級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三等獎 

531899 余聖傑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529961 溫倩煒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529996 趙證傑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477130 陳俊彥 小五級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三等獎 

554392 廖永寬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231796 鄭嘉睿 小五級 農圃道官立小學 三等獎 

389953 吳沁諭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89961 戴葵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408672 徐樂蓓 小五級 獻主會小學 三等獎 

125178 賈傲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674296 廖思彤 小五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60493 陳子朗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125194 張芝嫚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362758 陳梓軒 小五級 靈糧堂秀德小學 三等獎 

152398 傅唯恩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690708 歐隽亨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三等獎 

401989 莊鎰潼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489275 吳子朗 小五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19339 廖文禧 小五級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99417 蕭亦晴 小五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216920 林昱朗 小五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254302 丘港霖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8413 黎卓姸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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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40 許晴希 小五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三等獎 

264757 蔡朗喬 小五級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三等獎 

281830 高心瀅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87218 顏瀚軒 小五級 海壩街官立小學 三等獎 

190416 尹竣譽 小五級 祖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34324 楊逸朗 小五級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三等獎 

574459 杜芷晴 小五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77600 陳欣彤 小五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589769 郭偉澤 小五級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三等獎 

220881 王聖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三等獎 

334934 郭子琳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334935 曾寶鋋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674293 李敏怡 小五級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193809 鄧綽翹 小五級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三等獎 

603980 黃筠証 小五級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三等獎 

343114 謝穎炘 小五級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三等獎 

334206 蔡均妍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334208 蕭芷欣 小五級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73279 岑浩霖 小五級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631298 潘正嵐 小五級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三等獎 

152402 蔣文慶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52407 李偉棠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三等獎 

162431 區翠琪 小五級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三等獎 

677571 孫佩賢 小五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677600 曾顯淇 小五級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三等獎 

693687 馬樂民 小五級 元朗官立小學 三等獎 

690709 吳俊逸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三等獎 

694765 江潔瑩 小五級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三等獎 

401988 陳奕知 小五級 北角官立小學 三等獎 

518213 梁嘉欣 小五級 石籬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489267 陳嘉泓 小五級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99449 周柯尔 小五級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三等獎 

360491 林煒杰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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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504 何芷晴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504560 張梓進 小五級 沙田官立小學 三等獎 

650846 張子康 小五級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三等獎 

665968 陳鵬鴻 小五級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三等獎 

663167 鄞啟光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71 楊鎮睿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79 梁芯睿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3189 莫梓渝 小五級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三等獎 

661238 吳卓謙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422400 陳雋禮 小五級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三等獎 

216916 邱希彥 小五級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331936 楊樂熙 小五級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三等獎 

143176 徐紫晴 小五級 迦密愛禮信小學 三等獎 

254252 蕭合軒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254305 毛琪涵 小五級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三等獎 

301672 洪丞駿 小五級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三等獎 

281833 張溥涇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281836 李焯衡 小五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三等獎 

302941 王佳茜 小五級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三等獎 

452150 彭祖誠 小五級 海怡寶血小學 三等獎 

204238 鄧婉婷 小五級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三等獎 

644576 葉信君 小五級 荃灣商會學校 三等獎 

380691 陳卓妍 小五級 馬鞍山靈糧小學 三等獎 

383704 阮章熙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383710 陳皓琳 小五級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三等獎 

624835 沈翹 小五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三等獎 

638106 蔡瀚賢 小五級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三等獎 

494204 鄧鎮鋒 小五級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三等獎 

494205 何沛謙 小五級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三等獎 

675564 徐滔智 小五級 黃大仙官立小學 三等獎 

675565 徐于琦 小五級 黃大仙官立小學 三等獎 

490634 冼立行 小五級 慈幼學校 三等獎 

529982 陳俊邦 小五級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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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88 鄭怡玫 小五級 聖公會基樂小學 三等獎 

554366 趙懿信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54383 梁浩宏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54393 王騰鋒 小五級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三等獎 

577620 梁婉桐 小五級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621813 廖國軒 小五級 道教青松小學 三等獎 

483835 黎曉霖 小五級 嘉諾撒聖心學校 三等獎 

389948 吳心韞 小五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三等獎 

374388 麥涵智 小五級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454647 蘇宇希 小五級 寶血小學 三等獎 

334939 凌曉俊 小五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三等獎 

125192 楊博文 小五級 華德學校 三等獎 

460347 吳芷游 小五級 嘉諾撒培德學校 三等獎 

344175 廖家容 小五級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三等獎 

360508 陳上琳 小五級 李陞小學 三等獎 

661295 梁栢軒 小五級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