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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學校名稱 獎項 

746793 劉銘欣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1189560 林倬鋒 高中組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746785 潘晨雯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1001316 吳裕康 高中組 循道中學 一等獎 

1001317 劉卓楠 高中組 循道中學 一等獎 

1001319 劉卓桐 高中組 循道中學 一等獎 

755164 吳澤謙 高中組 迦密中學 一等獎 

914546 謝耀霆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746798 呂光玄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746792 陳嘉琪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245573 廖銘彥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031431 陳卓謙 高中組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一等獎 

888904 謝沛昇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一等獎 

1171510 黃志雄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125342 張景翔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1125351 徐贊諾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746791 陳映瑄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1171507 周駿謙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019763 林晞嵐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233616 黃梓濱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一等獎 

914544 鍾鳴晋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914545 吳正韜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71508 郭晉熙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233624 楊国豪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一等獎 

746786 劉舒欣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一等獎 

1019750 朱朗遙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977351 吳志成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一等獎 

1191980 黃俊霖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一等獎 

1189561 嚴智瀚 高中組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1248659 馬浩然 高中組 元朗公立中學 一等獎 

245531 劉若芊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1189534 黃皓鋒 高中組 荃灣官立中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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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78 柯朗喬 高中組 聖若瑟書院 一等獎 

1233615 方志杭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一等獎 

1184379 余焯盈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一等獎 

1019754 郭文聰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783368 黎政洛 高中組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一等獎 

778219 梁華輝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一等獎 

1125346 巢瑋軒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914543 周俊毅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12334 鄭家洛 高中組 聖公會陳融中學 一等獎 

914548 湯振華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1171513 盧凱晴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019749 張展翟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228238 易婉琳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一等獎 

1218786 李博賢 高中組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一等獎 

1233625 施良取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一等獎 

1171511 馮子曦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一等獎 

1019745 黃柏澄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1019758 黃靖欣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245532 邱朗傑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914549 黃逸軒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一等獎 

888905 李彥樂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一等獎 

888909 葉誦恩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一等獎 

960661 陳文聰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一等獎 

1019769 宋逸朗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一等獎 

977350 郝震星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一等獎 

820893 陳婧琦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一等獎 

1026527 薛嘉銨 高中組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一等獎 

2038705 林詩瑩 高中組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一等獎 

1026528 麥耀明 高中組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一等獎 

736838 蘇學南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一等獎 

888907 楊怡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一等獎 

1228226 潘皓軒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一等獎 

1125340 林雅莉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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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894 麥澤城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一等獎 

1041476 蕭芷晴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一等獎 

1116110 梁正康 高中組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一等獎 

245530 鄭謙煒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一等獎 

835732 譚馨怡 高中組 拔萃女書院 一等獎 

914547 梁智軒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914550 勞譽誠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1057753 馮佩琦 高中組 香港培正中學 二等獎 

1171509 郭明軒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245526 梁天行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233617 黃金燦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二等獎 

1233620 郭家竣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二等獎 

2013606 許卓然 高中組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二等獎 

1200882 陳穎琳 高中組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1184378 吳冬妮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1171512 關兆祥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二等獎 

1019752 梁會楠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977356 蘇俊羽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等獎 

1026526 余旺霖 高中組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二等獎 

940628 鄒小姿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914552 林基鴻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960667 鄧洛勤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977353 李家朗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等獎 

245574 徐若桐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200874 黃梓軒 高中組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940632 陳穎心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963469 王若 高中組 李求恩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3471 王竣星 高中組 李求恩紀念中學 二等獎 

835722 林慧心 高中組 拔萃女書院 二等獎 

1202958 何浩澄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二等獎 

1047832 施芷穎 高中組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二等獎 

752215 傅梓勤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843856 周燁謙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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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218 李嘉敏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18693 莊悦濤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二等獎 

1099794 蔡振明 高中組 筲箕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1121930 陳朗逸 高中組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二等獎 

1125348 連偉楷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1125349 連偉權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969612 楊俊皓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1186132 高嘉欣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二等獎 

1186137 劉世楷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二等獎 

1041470 李澤熙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二等獎 

914551 許崇熙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888913 黃諾謙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1189542 姚均和 高中組 荃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960658 唐偉倫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960660 陳樂怡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960663 蔡芷恩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843859 潘永豐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二等獎 

1191986 王晉欣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778220 鄒瑋承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01320 楊日晞 高中組 循道中學 二等獎 

1166559 曹家誠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二等獎 

1125354 鄭智敏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二等獎 

1136582 陳彥之 高中組 聖傑靈女子中學 二等獎 

969617 馮瑋絡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9618 陳俊豪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2038702 楊桐 高中組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二等獎 

954794 施宇翔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二等獎 

1228235 施嘉玟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1166547 陳子軒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二等獎 

1116115 潘柏熹 高中組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二等獎 

963468 鍾詩鍵 高中組 李求恩紀念中學 二等獎 

888908 陳煜航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935677 楊惠莎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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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297 李睿丹 高中組 德雅中學 二等獎 

1005327 張嘉榮 高中組 慕光英文書院 二等獎 

977352 張祥熙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等獎 

969615 鄭君豪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9620 李浩恩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9622 陳慧儀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2631 徐東偉 高中組 羅定邦中學 二等獎 

1228102 蔡曉雯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1208907 葉穎彤 高中組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二等獎 

752214 歐瑋裕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752216 香振宇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1184377 陳嘉敏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960655 周雲天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960666 李思敏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1099793 葉韋霆 高中組 筲箕灣官立中學 二等獎 

977361 駱靈珊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等獎 

969611 陸宗禧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09667 黃綺雯 高中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二等獎 

761215 黎子安 高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等獎 

1228234 林祚衡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902997 劉易儒 高中組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二等獎 

795336 何家豪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746788 施景濤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二等獎 

752212 李德爔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752229 盧嘉盈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914557 李禧琳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二等獎 

888915 許敬皓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二等獎 

850460 黎海潼 高中組 粉嶺救恩書院 二等獎 

1225178 成鎮豪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二等獎 

1225181 曾皓朗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二等獎 

795196 李梓聰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1166545 陳綺彤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二等獎 

1166551 利永康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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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928 林子涵 高中組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二等獎 

1178427 余如辛尹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二等獎 

245528 張語 高中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二等獎 

1153629 趙苑晴 高中組 藍田聖保祿中學 二等獎 

1228233 劉毅騫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1228237 庄澤鋒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1233622 卓樂兒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二等獎 

1026525 董家傑 高中組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二等獎 

1248663 林樂宜 高中組 元朗公立中學 二等獎 

940629 何寶兒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940630 李淳熙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二等獎 

748745 余婷婷 高中組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二等獎 

1200868 鄧可悅 高中組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二等獎 

1184380 蔡康澄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778217 林泳雯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二等獎 

1019760 關胤庭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二等獎 

858243 成灝光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二等獎 

1186131 管凱婷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二等獎 

736840 陳雯琪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二等獎 

2008333 林樂謙 高中組 玫瑰崗中學 二等獎 

1049831 郭奕辰 高中組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二等獎 

752217 何景琰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752225 余易晉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752228 林皓然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752236 江銳星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二等獎 

900633 張曉彤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二等獎 

1184381 李頌兒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二等獎 

850456 鍾樂怡 高中組 粉嶺救恩書院 二等獎 

960665 任子康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二等獎 

843857 張韋樂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二等獎 

1191994 吳諾恒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二等獎 

1225183 曾廸茵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二等獎 

1225188 戴琳昕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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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694 蘇澤軍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二等獎 

1101362 葛沁蕊 高中組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等獎 

1136581 周可欣 高中組 聖傑靈女子中學 二等獎 

858991 劉曉彤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二等獎 

1174285 羅巧楠 高中組 德雅中學 二等獎 

1178415 倫昌業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二等獎 

969610 陳采希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69621 侯樂天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二等獎 

909666 林靜欣 高中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二等獎 

823737 曾媛 高中組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二等獎 

1228101 蔡陳穎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二等獎 

795333 吳浩楷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二等獎 

1084112 王星林 高中組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二等獎 

977364 栁樂瑤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等獎 

777504 彭迦瑜 高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三等獎 

1246683 馮靖雯 高中組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746795 袁寶琦 高中組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三等獎 

1200873 楊凱利 高中組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三等獎 

1213912 蔡岳弘 高中組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02956 黃楚翹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2008335 DAS JOSH DUNMORE 高中組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1041480 葉達良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41488 徐泳明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41491 張紫晴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914553 黎沛妤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914555 林子寧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1184383 陳婉琪 高中組 真光女書院 三等獎 

850457 林俊然 高中組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850463 吳 鈺 高中組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1191987 梁恩臨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778223 陳得志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50 周笑同 高中組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25337 梁詠詩 高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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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04 何欣怡 高中組 聖母玫瑰書院 三等獎 

858215 余香凝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29 肖可欣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39 劉俊駒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178418 鍾文軒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等獎 

909663 張靄淋 高中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2038704 洪嘉嘉 高中組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三等獎 

823735 楊永琪 高中組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三等獎 

761221 朱俊賢 高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三等獎 

795334 潘耀威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186128 陳俊宇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186129 卓莎莎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949104 梁燕莉 高中組 九龍工業學校 三等獎 

820897 施燕輝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三等獎 

940634 羅文樂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三等獎 

1202951 李泓澔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914554 邱雅妤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900637 許業成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00640 蔡明泰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1225187 盧浚軒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25190 楊澤樺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18695 陳嘉聰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18696 陳亮豪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19756 余子立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1020500 區嘉遙 高中組 聖母玫瑰書院 三等獎 

858213 吳國展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30 周麗萍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34 李博邢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005328 余永安 高中組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1005329 萬恩彤 高中組 慕光英文書院 三等獎 

969614 庄韵甜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69616 岑子邦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54803 胡飛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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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229 翁彤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三等獎 

795340 鄧浚霆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233623 葉濤濤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三等獎 

795342 黃耀聰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777506 劉麗茹 高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三等獎 

1233619 許藝瑩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三等獎 

712456 吳詠詩 高中組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三等獎 

940633 李樂泳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三等獎 

736837 譚靖儀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1202952 黃詠姍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752218 羅瀚侖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33 余慕遠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34 鄭穎濤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37 李志軒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00635 朱芷琳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00636 劉梓君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00638 楊源玻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960653 黎曉瑩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053247 李日正 高中組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877338 黃雪嵐 高中組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三等獎 

1166558 李焌華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三等獎 

862679 陳思詩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58183 陳雋軒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28 張麗萍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47 黃錦萍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23736 劉熙琳 高中組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三等獎 

795331 林學羲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84110 曾治霖 高中組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949101 陳依琳 高中組 九龍工業學校 三等獎 

949102 林懋麟 高中組 九龍工業學校 三等獎 

777505 林柏軒 高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三等獎 

1233621 黃偉俊 高中組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三等獎 

736839 洪嘉靖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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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70 陳雙城 高中組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三等獎 

1202957 張燁韻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1202960 王湃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三等獎 

2008334 FUJIWARA HUGH TATSU 高中組 玫瑰崗中學 三等獎 

752223 林彩怡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14556 陳寶盈 高中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三等獎 

900634 莫萃琰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88906 李潤軒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843858 李穎琛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三等獎 

1191981 莫葦楹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192154 凌鈺宜 高中組 崇真書院 三等獎 

778222 李嘉嵐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三等獎 

877339 邱佩然 高中組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三等獎 

1019755 許竣瑋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三等獎 

935674 曾瑜恩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935675 唐曉鳳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862681 莫如風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58209 曾顥喬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53 袁超萬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178417 孫琳雅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等獎 

969619 歐嘉穎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54792 郭晉東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795 張旭峰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1228228 施穎珊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三等獎 

1228230 蔡翊民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三等獎 

1228231 錢墨涵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三等獎 

752235 張俊傑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1186136 易曾杰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246682 黃鈺婷 高中組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748746 温心怡 高中組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748748 鍾苑宜 高中組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1041478 林懷希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850458 楊詠欣 高中組 粉嶺救恩書院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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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996 趙子逸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82 楊詠謙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778221 陳柏彤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三等獎 

862680 周婉莉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977355 陳俊濤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三等獎 

977360 董杰銨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三等獎 

1178416 巫卓謙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78419 鄧國磯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等獎 

1178426 黎俊浩 高中組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等獎 

1228236 陳星杰 高中組 創知中學 三等獎 

795338 關健鑫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858224 張俊熙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041469 劉俊熙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795198 梁嘉聰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858237 李懿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186135 黎雯茹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186138 劉世漢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1186139 黃遠峰 高中組 曾璧山中學 三等獎 

858207 潘梓軒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1234652 岳子淳 高中組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820895 黃鴻輝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三等獎 

940631 梁境文 高中組 沙田蘇浙公學 三等獎 

736834 蘇煥坤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736835 施嘉樺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783371 潘漢亮 高中組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41471 徐維進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41490 陳恩同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752220 鄭幸欣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24 司徒雅姸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27 陳志豪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00639 馬家滿 高中組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三等獎 

888910 于璥羲 高中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三等獎 

960664 林佩玟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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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993 陳巧楠 高中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三等獎 

1225177 陳佳琪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25185 周思敏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25189 丁昕楠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18691 彭錦城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18697 孫渝東 高中組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三等獎 

1020501 劉曉霖 高中組 聖母玫瑰書院 三等獎 

935678 許思婷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862686 姜毅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58990 房正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94 葉倩雯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98 江寶怡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02 伍傲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08 鄧德華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23 池可怡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50 黃昕彤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977354 何錦光 高中組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三等獎 

909660 蔡裕希 高中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909662 蔡婉婷 高中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三等獎 

954790 張怡慶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799 黃國鋒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800 馬維燊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795335 梁嘉聰 高中組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三等獎 

1084113 許曉桐 高中組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1225176 陳嘉怡 高中組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34654 戴國政 高中組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三等獎 

1246678 陳建衡 高中組 元朗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820896 周詒悅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三等獎 

820898 林嬌容 高中組 孔聖堂中學 三等獎 

963470 吳瑞慶 高中組 李求恩紀念中學 三等獎 

748747 吳小宇 高中組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三等獎 

736836 黃兆如 高中組 明愛莊月明中學 三等獎 

1213915 曾佩珺 高中組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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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477 曹嘉恩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1041492 胡亦廷 高中組 保良局胡忠中學 三等獎 

752211 鍾彥培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19 徐雍晴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752221 趙敏晴 高中組 迦密聖道中學 三等獎 

960656 廖子怡 高中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三等獎 

1187104 黎澄謙 高中組 將軍澳官立中學 三等獎 

778224 鄭梓昕 高中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三等獎 

1053251 郭泠利 高中組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三等獎 

1171514 卞經皓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三等獎 

1166548 吳子汧 高中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三等獎 

1020503 梁悦程 高中組 聖母玫瑰書院 三等獎 

935672 武文敏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935673 羅盈盈 高中組 裘錦秋中學（屯門） 三等獎 

862682 張樂怡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62683 王正德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62685 莫猷灝 高中組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三等獎 

858182 齊蕓萱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199 李睿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01 麥承峰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06 彭貝堯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10 曾芷晴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11 徐秀雯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12 黃諾琪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19 陳展銘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20 陳嘉欣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27 張家晴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36 梁超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858238 李詠琪 高中組 鳳溪第一中學 三等獎 

969613 馮欣淇 高中組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等獎 

954798 黃嘉濠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802 石澧正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954804 甄銘浩 高中組 觀塘官立中學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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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03 陳澤浩 高中組 天主教新民書院 三等獎 

1084105 馬琦瑤 高中組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1084114 鄧偉群 高中組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