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班級 

1 筲箕灣官立小學 林思茵 小六 

2 筲箕灣官立小學 彭立昍 小六 

3 筲箕灣官立小學 陳嘉桐 小六 

4 筲箕灣官立小學 吳明鈺 小五 

5 筲箕灣官立小學 吳傑煌 小五 

6 筲箕灣官立小學 林言糖 小五 

7 筲箕灣官立小學 龍保錚 小五 

8 筲箕灣官立小學 黃曼綺 小四 

9 筲箕灣官立小學 黃浩喬 小四 

10 筲箕灣官立小學 石鑫雅 小四 

11 筲箕灣官立小學 羅梓尹 小五 

12 筲箕灣官立小學 龍秋彤 小六 

13 育賢學校 羅嘉怡 小五 

14 育賢學校 陳詠嘉 小五 

15 育賢學校 余薏 小六 

16 育賢學校 馬嘉駿 小六 

17 育賢學校 梁倩儀 小六 

18 育賢學校 白筱柔 小五 

19 育賢學校 張雨晴 小五 

20 育賢學校 陳曉銅 小五 

21 育賢學校 黃嘉美 小五 

22 北角官立小學 林烯桐 小四 

23 北角官立小學 周敔瑤 小四 

24 北角官立小學 馮芷彤 小五 

25 北角官立小學 沈子淇 小五 

26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羅荻 小五 

27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江杞良 小六 

28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王君立 小六 

29 保良局世德小學 張煒軒 小五 

30 滬江小學 文浩鋒 小六 

31 滬江小學 謝可柔 小四 

32 滬江小學 司徒泓政 小六 

33 滬江小學 蕭瑤 小六 

34 滬江小學 李梓雋 小四 

35 沙田官立小學 余倩瑩 小六 

36 沙田官立小學 李曦晴 小六 



37 沙田官立小學 文欣鍵 小五 

38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李海鈮 小六 

39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林詩銘 小六 

40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吳允安 小六 

41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劉婉珊 小六 

42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姚宇詩 小六 

43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賴嘉瑤 小五 

44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鄒傑宇 小六 

45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鄭子浩 小六 

46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洪梓軒 小六 

47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袁韵鈴 小四 

48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劉淼 小五 

49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袁雅汶 小六 

50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何燁彪 小四 

5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辜睿桐 小五 

52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陳綺含 小六 

53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龐詠之 小六 

54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黎一嵐 小五 

55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林詩琪 小六 

56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顧婧琪 小五 

57 佛教榮茵學校 黃緯僖 小六 

58 佛教榮茵學校 黎思呈 小六 

59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譚雋 小四 

60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許卓謙 小五 

61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梁玿搴 小六 

62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譚栢朗 小五 

63 福榮街官立小學 陳文雅 小六 

64 福榮街官立小學 黃梓瑩 小五 

65 福榮街官立小學 吳欣 小五 

66 福榮街官立小學 張雯穎 小五 

67 福榮街官立小學 黃梓淇 小五 

68 福榮街官立小學 王卓軒 小四 

69 福榮街官立小學 鍾睿雅 小四 

70 福榮街官立小學 張宇馨 小四 

71 福榮街官立小學 吳藝炫 小五 

72 福榮街官立小學 周曉嵐 小六 

73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陳卓思 小六 



74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蔡曉柔 小五 

75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劉巧愉 小五 

76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張凱喬 小六 

77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吳鈊怡 小五 

78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陳泳茵 小六 

79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葉舜晴 小六 

80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黃咏燊 小六 

81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郭奕雯 小六 

82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余思慧 小六 

83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黃俊誠 小五 

84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姚沐汶 小五 

85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陳以翹 小六 

86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黃善怡 小六 

87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黃楷涵 小五 

88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龔杰文 小五 

89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譚采瀅 小六 

90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劉付以彤 小六 

91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何得強 小六 

92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吳卓盈 小六 

93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楊淨雯 小六 

94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吳穎兒 小五 

95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招穎晞 小五 

96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林智欣 小六 

97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萬君瑜 小六 

98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謝泓軒 小五 

99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區然章 小六 

100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郭欽瑩 小四 

101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羅詩潔 小六 

102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連奕喬 小五 

103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胡鎮熙 小五 

104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劉懿 小六 

105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黃子珊 小五 

106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鍾浩洋 小六 

107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葉安蕎 小六 

108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鄭晉晟 小五 

109 港大同學會小學 李一諾 小五 

110 港大同學會小學 黃頌嘉 小五 



111 港大同學會小學 凌臻 小五 

112 黃大仙官立小學 周詠怡 小五 

113 黃大仙官立小學 羅子俊 小四 

114 天神嘉諾撒學校 布海釩 小六 

115 天神嘉諾撒學校 馮潤鎣 小六 

116 天神嘉諾撒學校 陳嘉旼 小五 

117 天神嘉諾撒學校 胡旨晴 小四 

118 天神嘉諾撒學校 黃佩瑜 小五 

119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許鍶洛 小六 

120 佛教慈敬學校 陳南方 小五 

121 佛教慈敬學校 蔡毓瑜 小六 

122 佛教慈敬學校 劉筠瑤 小六 

123 佛教慈敬學校 廖文希 小六 

124 佛教慈敬學校 周瑜 小六 

125 佛教慈敬學校 譚雪瑩 小六 

126 佛教慈敬學校 楊婉芳 小五 

127 佛教黃焯菴小學 殷鋮美 小六 

128 佛教黃焯菴小學 初楚 小六 

129 佛教黃焯菴小學 柳文敏 小五 

130 佛教黃焯菴小學 黃瑩瑩 小六 

131 佛教黃焯菴小學 何嘉琪 小六 

132 佛教黃焯菴小學 余明羲 小六 

133 佛教黃焯菴小學 關美寧 小四 

134 佛教黃焯菴小學 鄭雅培 小六 

135 佛教黃焯菴小學 馮穎思 小五 

136 佛教黃焯菴小學 蔡佳冰 小五 

137 佛教黃焯菴小學 袁澤培 小五 

138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秦亦 小五 

139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楊詩晴 小六 

140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林曉潼 小六 

14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顏芷盈 小五 

142 九龍塘官立小學 李嘉煒 小六 

143 九龍塘官立小學 林顯敖 小六 

144 九龍塘官立小學 盧思錡 小六 

145 九龍塘官立小學 駱醖怡 小六 

146 九龍塘官立小學 王昱勛 小四 

147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馬柏橋 小六 



148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朱偉德 小五 

149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李明輝 小六 

150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李婉鈺 小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