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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811524 郭子賢 中三級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一等獎 

1125344 潘鑫平 中三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1171506 曹君諾 中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019735 龔嘉灝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245556 翁朗希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18676 陳俊熙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一等獎 

1222766 黃宇熙 中三級 香港華仁書院 一等獎 

245558 謝青霖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914538 陳致維 中三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245560 胡啓銳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38780 杜嘉朗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184373 蔡祺昕 中三級 真光女書院 一等獎 

245559 黃俊霖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141526 黃乙峯 中三級 聖芳濟書院 一等獎 

245567 彭俊熹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38770 林君濠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038771 唐錦彬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038772 鍾政男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712457 周敔嫣 中三級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一等獎 

1208902 羅响 中三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一等獎 

1038776 黃恩澤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245557 陳宏澤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914536 李再豪 中三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019739 謝穎淇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038769 張早藍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1038773 鄧筱澄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914537 施皓威 中三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16113 夏朗 中三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一等獎 

736830 莊舒媛 中三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一等獎 

1038774 李澤泓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877340 林嘉維 中三級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一等獎 

914540 張宇熙 中三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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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777 梁芊悠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一等獎 

914539 黎文鋒 中三級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761219 吳家樂 中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一等獎 

983494 李俊杰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二等獎 

1248656 江卓健 中三級 元朗公立中學 二等獎 

940623 陳亦樂 中三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1208903 吳肇瑜 中三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等獎 

761213 黎迪生 中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等獎 

245564 譚正暘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940627 伍溥樺 中三級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1171505 陳俊羽 中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227912 余梓駿 中三級 王肇枝中學 二等獎 

888899 李立仁 中三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245570 陳軍宇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2038708 楊蕊 中三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二等獎 

761216 周綽珈 中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等獎 

1200869 區懿其 中三級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1200877 吳思彤 中三級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808351 陳芷筠 中三級 金文泰中學 二等獎 

1039579 霍丞希 中三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二等獎 

1068881 尹獻樂 中三級 皇仁書院 二等獎 

752207 方皓怡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900626 胡曉欣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二等獎 

1160809 范雅淳 中三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二等獎 

1005317 鄺圳煜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二等獎 

1200880 徐藝瑞 中三級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960651 楊涴婷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1191975 鄭漾娜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19736 張俊賢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174287 馬婉名 中三級 德雅中學 二等獎 

1005323 楊錦源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二等獎 

954789 龔建森 中三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1039580 李朗言 中三級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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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901 林兆華 中三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38779 郭婉琪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888900 黃詠琳 中三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84376 趙盈欣 中三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954788 夏俊偉 中三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752204 謝承坤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888901 程依靈 中三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91917 陳子恩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19737 黃卉之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116109 趙韋琋 中三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二等獎 

795316 陳志銘 中三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963467 楊志 中三級 李求恩紀念中學 二等獎 

746779 莫敏恩 中三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二等獎 

1038778 蔡樂琳 中三級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二等獎 

960643 莊斯博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1019741 邵朗天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1005318 勞棟霖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二等獎 

245562 張廣賢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081910 余梓朗 中三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二等獎 

1117119 謝匡華 中三級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二等獎 

951106 陳鈴希 中三級 九龍真光中學 二等獎 

1066241 胡晉熙 中三級 伊利沙伯中學 二等獎 

746778 莫梓清 中三級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二等獎 

888902 趙柏然 中三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90475 姚均平 中三級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二等獎 

1191972 黄信晞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78414 陳俊鋻 中三級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二等獎 

983462 馮慧欣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二等獎 

954769 李沛毅 中三級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84375 王彥晴 中三級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736831 梁凱淇 中三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二等獎 

900632 嚴崇鋮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二等獎 

1191966 黄國誠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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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977 文熙浚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053246 譚浩文 中三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等獎 

1116108 林澤楓 中三級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二等獎 

1097593 姚嘉宜 中三級 沙田崇真中學 二等獎 

1186126 杜煒紅 中三級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026531 陳珈諾 中三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712459 李卓亭 中三級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三等獎 

1200879 許家銘 中三級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三等獎 

1208904 徐永昇 中三級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41460 方子皓 中三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960642 蔡善怡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91958 鄧穎霖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942333 鄒燁翰 中三級 景嶺書院 三等獎 

1018686 劉震霖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18687 李千惠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122438 張藝霖 中三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1174294 呂潔莹 中三級 德雅中學 三等獎 

983514 廖家巧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1234648 朱竣暉 中三級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48661 陳可楠 中三級 元朗公立中學 三等獎 

940624 張楚承 中三級 沙田蘇浙公學 三等獎 

808345 郭凱睿 中三級 金文泰中學 三等獎 

850450 劉宇軒 中三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877341 黃偉倫 中三級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三等獎 

1171503 陳柏菘 中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983519 林初蔓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245572 李鍶源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963466 陳偉樂 中三級 李求恩紀念中學 三等獎 

2008330 陳梓剛 中三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808342 梁偉熙 中三級 金文泰中學 三等獎 

1041459 陳諾渝 中三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749186 黃曉恒 中三級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三等獎 

900629 粘文燁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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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903 黃子熙 中三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50454 黃凱靜 中三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960648 伍逸朗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843854 胡佐華 中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三等獎 

1191969 蘇熙晴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05324 謝俊鴻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983503 呂雪華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2038706 鍾定言 中三級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三等獎 

1081909 李亦翀 中三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三等獎 

1228100 丁凱煌 中三級 創知中學 三等獎 

795328 蔣睿衡 中三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394374 陳朗謙 中三級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26535 葉賜恩 中三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1202947 丁梓恒 中三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2008328 林綽希 中三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808348 郭晉豪 中三級 金文泰中學 三等獎 

749187 王樂以 中三級 迦密愛禮信中學 三等獎 

752205 曾天棟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08 胡聲極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00630 劉穎聰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191964 郭浩鏗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22435 翟思雪 中三級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三等獎 

1005325 王奕雯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1005326 蔡潔琳 中三級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245568 李天皓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761212 鍾浩澤 中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三等獎 

1084102 賴申鴻 中三級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1082615 楊文俊 中三級 慈幼英文學校 三等獎 

983490 黃佳樂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777507 唐健華 中三級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三等獎 

2008329 施竣仁 中三級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1041462 黃學成 中三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41481 羅希然 中三級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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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96 蔡政皞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197 鍾汶熹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09 季洛洛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00627 吳韵鈴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50449 吳起翀 中三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850451 盧耀豐 中三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843853 黃佳樂 中三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三等獎 

1191959 陳思樺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76 程耀朗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75 王芷瑩 中三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45 梁宇程 中三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19738 陳譽中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125347 巢鈞淇 中三級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三等獎 

935671 譚培怡 中三級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245569 王俊勝 中三級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三等獎 

1010996 鄭棋元 中三級 天主教新民書院 三等獎 

960909 黃淨鋒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969603 鄺詩琪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736833 方曉媚 中三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1202948 李柏輝 中三級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960644 莊錦鈺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91970 梁靖瑤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019743 顏樂漁 中三級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863278 陳映霖 中三級 德望學校 三等獎 

795319 鍾政軒 中三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84101 黃俊傑 中三級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1026529 鄭璟謙 中三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1026533 劉嘉俊 中三級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等獎 

736829 鍾梓培 中三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736832 徐恩慧 中三級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1034592 胡愷珊 中三級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三等獎 

752206 陳睿峰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00625 莊心怡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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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631 吳家成 中三級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60646 羅守立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960650 冼俊豐 中三級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91961 程得維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62 李凱晴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67 湯茵婷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1973 曁綿一 中三級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74 呂洛榆 中三級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44 關璟釗 中三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68517 王紫宸 中三級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三等獎 

1218780 唐睿喆 中三級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三等獎 

1099790 黃卓琳 中三級 筲箕灣官立中學 三等獎 

935669 黎卓熙 中三級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983472 郭霖穎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983475 林可茵 中三級 龍翔官立中學 三等獎 

969600 徐浩鈞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01 施浚傑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04 杜曉滺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05 蔡榮楠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06 謝健烽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09 王 龍 中三級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09670 杜心悠 中三級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1081911 陳恩翹 中三級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三等獎 

795322 林展弘 中三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95325 伍俊傑 中三級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53254 劉嘉淇 中三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850448 李俊樂 中三級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752202 黃靖嵐 中三級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