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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808349 陳冠豪 中一級 金文泰中學 一等獎 

746749 林俊恒 中一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858104 林梓軒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一等獎 

746811 陳玉婷 中一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2016917 邱爍 中一級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一等獎 

1218772 石明謙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一等獎 

886643 湯焯琳 中一級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一等獎 

1068882 翁富溢 中一級 皇仁書院 一等獎 

1117129 彭焯楓 中一級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一等獎 

1097586 林嘉駿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一等獎 

1191926 陳朗軒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一等獎 

914506 佘梓謙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039560 林子朗 中一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一等獎 

1106522 敖龍杰 中一級 聖言中學 一等獎 

914508 翁嘉駿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89566 陳卓勤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914509 余天朗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019708 劉汶峰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914511 高和豊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25343 陳冠琳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1189543 鄭梓彤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835725 周映彤 中一級 拔萃女書院 一等獎 

1239944 黃國桃 中一級 英華女學校 一等獎 

914525 藍晞彤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050633 林賢熙 中一級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一等獎 

943935 許晉毓 中一級 英皇書院 一等獎 

755166 陳承謙 中一級 迦密中學 一等獎 

1125339 張家敏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1125341 李宜臻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914523 陳樂謙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096580 施駿軒 中一級 沙田培英中學 一等獎 

1238152 黃奕朗 中一級 英華書院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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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544 陳柏安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1189556 湯智楠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1001322 余凱茗 中一級 循道中學 一等獎 

1166519 呂嘉軒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一等獎 

749987 鄭栩諾 中一級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一等獎 

1084115 何海洋 中一級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一等獎 

940614 張皓誠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一等獎 

824505 李海慈 中一級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一等獎 

914507 李卓彥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914513 莊子欣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914522 莊韻熹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89545 許珈瑋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1189550 曾啟然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245540 黎程一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2073283 符露心 中一級 大光德萃書院 一等獎 

811522 陳達熹 中一級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一等獎 

895868 鄧俊熙 中一級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一等獎 

888871 聞建蓁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一等獎 

782194 楊善竣 中一級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一等獎 

1019712 黃皓希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116117 黃樂瑤 中一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一等獎 

1150545 朱欣晴 中一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一等獎 

245541 伍栩然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245547 郭穎謙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10991 陳俊軒 中一級 天主教新民書院 一等獎 

771501 李承熹 中一級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一等獎 

245537  趙晉言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38753 陳浩霖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914515 陳卓杰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169486 梁晉愷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二等獎 

1050635 汪天霖 中一級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二等獎 

1218778 陳穎心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1026549 鄭仲怡 中一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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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613 朱俊昊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940618 陳子軒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835731 陳穎心 中一級 拔萃女書院 二等獎 

914514 巫嘉禧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184366 吳昱瑩 中一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1191924 陳梓滔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71493 李卓豪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019704 吳宥燊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117124 劉健鋒 中一級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二等獎 

1125336 李晉安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1174288 陳姿霖 中一級 德雅中學 二等獎 

969591 王晴楓 中一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1234637 朱明奕 中一級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38745 王柏朗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1038748 張嘉熙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943934 麥泳徽 中一級 英皇書院 二等獎 

751174 張皓喬 中一級 迦密主恩中學 二等獎 

1222765 林宇傑 中一級 香港華仁書院 二等獎 

1189563 區智林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71488 劉騏銘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171495 麥希朗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019706 李妍葦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956809 林秦亦 中一級 觀塘瑪利諾書院 二等獎 

1081912 黃子承 中一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二等獎 

1081916 李冠麟 中一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二等獎 

1092609 曾子航 中一級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二等獎 

1037606 張創祺 中一級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二等獎 

1038750 卓禧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1049830 文尔雅 中一級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二等獎 

1184368 黃婧柔 中一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960627 呂泳彤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1191922 李悅欣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68518 王銘軒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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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711 陳咿菲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21 梁誌浩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66 梁錦泓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218776 林紫珵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1146660 莊嘉昇 中一級 聖類斯中學 二等獎 

1081913 黃皓言 中一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二等獎 

914558 劉卓衡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097592 羅家俊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二等獎 

964208 謝迎馨 中一級 梁式芝書院 二等獎 

1121904 羅洪彬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二等獎 

1125338 鄭栩菘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1013852 林沛諭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二等獎 

969592 趙婉晴 中一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97587 鄭一力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二等獎 

899346 林浩峰 中一級 港大同學會書院 二等獎 

1026555 李嘉怡 中一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二等獎 

940617 許翰駿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1038746 李心兒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914519 周浩煒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914520 聞子芊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900612 羅紫熙 中一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二等獎 

960625 陳卓楠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1191918 吳卓聯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91919 張日搴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91934 韓志定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19718 蔡健朗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218777 黎恬盈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1218781 蘇鉦皓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二等獎 

1013855 陳世傑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二等獎 

1013866 伍雪瑩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二等獎 

245542 陳卓釗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245546 黃子皓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954776 施綺琪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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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778 簡嘉聰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394358 鍾德暉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二等獎 

940610 鄭浩銘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746821 裴詩雅 中一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二等獎 

1037615 楊銘軒 中一級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二等獎 

755165 周沛錡 中一級 迦密中學 二等獎 

751173 梁依倩 中一級 迦密主恩中學 二等獎 

752190 鄧麗莎 中一級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914510 黃彥彰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888874 盧政喬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888879 覃子越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89537 羅廷曦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91936 李清昫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71494 麥梓峰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019701 關穎志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09 黃啟衡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10 劉子悠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13 賀睿涵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19715 黃頌銘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160805 柯朗筠 中一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二等獎 

1160813 李昭賢 中一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二等獎 

587654 涂頌和 中一級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二等獎 

954771 曾俞維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16106 陳思慧 中一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三等獎 

1186120 陳志旺 中一級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208888 司徒本梃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02939 劉泳姿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041453 梁顥齡 中一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37610 林亮 中一級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三等獎 

749181 李文俊 中一級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三等獎 

888885 黃聖欣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50432 曾舒祺 中一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957262 林穎軒 中一級 喇沙書院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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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323 符嘉全 中一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899347 溫子睿 中一級 港大同學會書院 三等獎 

1171489 吳俊廷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60810 陳婥之 中一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三等獎 

1121912 何鎧曈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909671 劉政彤 中一級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1097582 陳煦揚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三等獎 

940611 梁子怡 中一級 沙田蘇浙公學 三等獎 

1208890 陳柏傑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02930 李鎧儀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202938 馮澤桸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038749 羅樂晞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914524 黃櫻琳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888872 阮國承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88875 徐天朗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89538 蘇見亨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89564 吳子諾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91921 朱灝軍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782192 吳俊昊 中一級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三等獎 

782195 胡哲儒 中一級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53253 馮菻深 中一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71490 鄧非凡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019717 林寬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099788 朱子熙 中一級 筲箕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60806 林采熹 中一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三等獎 

1121902 郭煦榮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5350 董文琪 中一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三等獎 

1106523 楊家灝 中一級 聖言中學 三等獎 

394365 廖寶瑤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97584 賀一笑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08891 梁家銘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86119 羅聖凱 中一級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761418 劉柏希 中一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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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434 林嘉俊 中一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1234640 房小燁 中一級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902996 區潔桐 中一級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三等獎 

783356 卓梓軒 中一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83357 梁穎鋒 中一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37609 李舒晴 中一級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三等獎 

1038744 鄧雍政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900610 洪濤 中一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88882 梁卓君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88884 蔡信謙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89546 蔡幸諭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1007351 李浩鑫 中一級 港島民生書院 三等獎 

1171487 鄒宇紳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71492 陳恩祺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21906 陳志恒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1914 梁家銘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013853 蘇子殷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1013854 陳潔鏵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245544 李卓頤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954773 黃凱熙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394357 王沛嵐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38752 黃子軒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1208884 陳柏軒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2008322 姚渝菲 中一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783353 李鎧希 中一級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38751 洪詠智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914516 梁梓杰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900613 馮嘉樂 中一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88880 胡希樂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89562 許洺好 中一級 荃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960632 連兆熙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960633 林己然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844811 張仲僖 中一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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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923 梁君卓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53236 梁浩軒 中一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39 王朗璁 中一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18775 陳鋆誠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013863 盧銘威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245545 楊琛渝 中一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1153630 王曉瑩 中一級 藍田聖保祿中學 三等獎 

888877 陳耀輝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17125 梁諾晞 中一級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三等獎 

808347 歐俊其 中一級 金文泰中學 三等獎 

1038747 邱賢穎 中一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三等獎 

914512 黃智仁 中一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900608 陳順安 中一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00615 施凱倫 中一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184365 賴穎桐 中一級 真光女書院 三等獎 

1191930 李日僑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32 陳定生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01321 張嘉賢 中一級 循道中學 三等獎 

1218773 林在予 中一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121901 簡尚仁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1907 許子鋒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1909 馬梓康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1915 彭古坤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17128 簡俊彥 中一級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13868 鄧宇喬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858994 陳志輝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11 伍梓茵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737969 李言本 中一級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737971 吳詠琳 中一級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911101 胡展泓 中一級 漢華中學 三等獎 

748755 梁譽籃 中一級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1097583 周杰恒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97588 杜鍵朗 中一級 沙田崇真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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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73 李國誠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15911 余善婷 中一級 文理書院（九龍） 三等獎 

815910 蔡峻威 中一級 文理書院（九龍） 三等獎 

746806 PRIYANKA 中一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三等獎 

1208892 吳詠琪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752189 李國輝 中一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888881 蔡旻陞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1184361 閻瑾彤 中一級 真光女書院 三等獎 

1191931 彭子軒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57 郭靜恩 中一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71496 莫晉煒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21918 李鍵希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013861 卓文安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1013862 何昊樟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1013864 陸栢鴻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994974 林巧敏 中一級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三等獎 

858997 朱鴻銘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005320 黃梓通 中一級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749986 陳穎鏗 中一級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三等獎 

1039561 李睿 中一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三等獎 

1019698 陳凱琳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186123 盧栢賢 中一級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394370 曾子謙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26552 李鈺淇 中一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1208885 沈雅軒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08886 許嘉榆 中一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02931 林靖武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202933 廖芷琦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202937 范銘權 中一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2008323 施懿㛓 中一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808343 李承俊 中一級 金文泰中學 三等獎 

751168 陳凱琳 中一級 迦密主恩中學 三等獎 

751169 陳凱希 中一級 迦密主恩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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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88 林沛鍶 中一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191 劉芷晴 中一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99501 李汶芯 中一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三等獎 

888876 賴武興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88878 陳紀正 中一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960631 袁諾文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91927 羅文悅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28 單俊凱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37 梁憫曦 中一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59 何柏朗 中一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28227 徐栢軒 中一級 創知中學 三等獎 

1053237 施晞嵐 中一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38 譚安琦 中一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71491 麥嘉琪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66525 吳秉桓 中一級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三等獎 

1018681 陳家晉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19703 黃嘉馨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019719 李旭皓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019767 陳杍烯 中一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121905 吳晞桐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1908 關浩然 中一級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三等獎 

1122423 李芷蕙 中一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1013856 蔡詠琳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1013867 邱永睿 中一級 寧波公學 三等獎 

858100 黃志龍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08 馬卓然 中一級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977359 古芷遐 中一級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三等獎 

954768 黃滙琳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777 陶小雨 中一級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394359 劉根諾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394362 許家和 中一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746805 羅杰斯 中一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三等獎 

960906  蕭悅彤 中一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