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校名稱(中文全名) 2.參加學生中文姓名 3. 參加學生班別 

九龍真光中學 陳穎茵 5A 

九龍真光中學 葉咏琳 4A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李靜遙 6T 

九龍塘宣道小學 高皓陽 4A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王子懿 4B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吳栢添 4B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林沛鋒 6A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侯心翹 4A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徐澤韜 5C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鄭巧健 5A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嚴梓彤 4D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李亮瑩 4B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梁羡柔 3C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張鎰浠 6B 

中華基督教桂華山中學 余展行 2w 

中華基督教桂華山中學 陳志雄 2W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朱永鏗 1W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崔沛嘉 S1W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李鈺淇 6B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陳秋蔓 4A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基道小學(九龍城) 何子豪 四信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基道小學(九龍城) 譚仲軒 五信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天昕 4D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胡文雅 5A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郭鈺瑩 5B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日勤 5A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芷瑩 中五甲班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紫晴 4D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陶佳俊 4c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茛鈞 4A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楊子睛 4D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鄭媛菱 4D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謝雪情 4A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關詩穎 4D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蔡俊賢 5E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何采穎 中五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鄧柏妍 5A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鍶瑤 6C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梁天照 5A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梁天豪 6A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陳儁宇 3D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陳樂行 5D 

天主教領島小學 黃新凱 5B 

天神嘉諾撒學校 何宛穎 4C 

天神嘉諾撒學校 高子雯 6B 

天神嘉諾撒學校 高梓甄 3A  

天神嘉諾撒學校 趙淳希 4Ｃ 

天神嘉諾撒學校 譚善文 五丙 

孔教学院大成小学 蕭堅純 5joy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林俊燁 5J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陳欣怡 4J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麥睿霆 5Joy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董宙新 6p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鄭展鵬 6Joy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黎寧馨 4J 

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 張瑞儀 4A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李子淨 4A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李淑儀 3B 

世界龍崗學校劉皇發中學 戴錦鋒 1B 

可立中學 馬章睿 5E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余俊華 5D 

民生書院 藍晴 3B 

民生書院小學 陳柏文 P6B 

自學生 馬芷瑜 四 

何文田官立中學 歐陽慧敏 4M 

何文田官立中學 黎文儀 4H 

何文田官立中學 鄺煒焮 4H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方羿凱 5B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林梓游 4A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林曉彤 4a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張彥培 3B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張婷婷 3C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許惠恒 3A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黃慧洁 5B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何諾程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余煒忠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沈詠詩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林浩然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洪毓羚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梁偉祺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梁啟泰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俊林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朗謙 中二丁班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鎧然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魏可恩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蘇思敏 5A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蘇胤瑜 5a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馮昱蕎 3H 

和富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吳浿嘉 5C 

東莞同郷会方树泉学校 陈文意 4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方曉霞  4A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王嘉盈 5c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余雷 ４Ｄ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呂鎧彤 5B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李玉禧 5C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張子康 4f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張鈞天 5D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梁均希 5A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陳藹欣 5B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覃子越 6c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馮柏熙 6A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廖逸晞 4E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劉圳燁 5D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盧煒鋒 4E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蘇宗澤 4A 

東莞同鄉會芳樹泉學校 王思琪 4D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尹卓蕎 6A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吳蕙怡 1D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辛諾兒 5A 

保良局錦泰小學 吳卓霖 Primary 4 

保良局錦泰小學 吳奕晞 4C 

保良局錦泰小學 彭曉政 5A 

保良局錦泰小學 彭曉澄 6A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尹學仁 5v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呂芷容 5S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嫻妍 5N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劉凱洋 5M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鄭晞朗 5J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柯焯藍  5c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柯焯瀠  5c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一校 陳濼行 4K 

英華小學 盧懿嘉 4C18 

迦密中學 阮卓霖 1B 

迦密中學 周顯華 1B 

迦密中學 張惠欣 4B 

迦密中學 曹進傑 4D 

迦密中學 趙秀渝 5A 

迦密主恩中學 向思睿 3B 

迦密主恩中學 施俊熙 3D 

迦密主恩中學 黃凱琳 3D 

迦密主恩中學 黃逸晴 3D 

迦密主恩中學 黎翊程 3D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張彥泰 3D18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張嘉誼 3C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謝凱晴 3D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羅曉棋 2D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梁芷晴 6A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馮暐迪 6E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黃伊琳 4E 8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蔡樂賢 6F 10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楊其臻 6A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黃正皓 2D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鄭卓翹 2A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陳君珀 5E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陳婞媮 P.6C 

香港真光中學 司徒頌鈴 5A 

香港真光中學 周倩宜 4A 

香港真光中學 周焯蘭 4A 

香港真光中學 施佩兒 5C 

香港真光中學 張詠菁 5C 

香港真光中學 陳紫蕊 5D 



香港真光中學 陳摯恩 4C 

香港真光中學 黃曉彤 5A 

香港真光中學 黃曦璇 4c 

香港真光中學 劉善翹 5C 

香港真光中學 鄭書琪 5C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李穎苗 4d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周可翹 六光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姜卓嵐 四星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胡樂苗 四真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袁文軒 6D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郭芷翎 6B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陳雪晴 五光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單嘉悦 六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單嘉悠 四光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曾樂遙 六星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黃苡庭 四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黎曉蔚 6C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何洛欣 高中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陳菡 2A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潘燕婷 F.5D 

香港敎師會李興貴中學 賴宏杰 2D 

香港教师会李兴贵中学 罗咏芬 4C 

香港教师会李興貴中学 鄺瑋琪 3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何文浩 2D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吳昱昊 4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陳家燁 4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麥羨珩 4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游梓霞 4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溫樂誼 2D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黎麗彬 4C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羅寶婷 4C 

桂華山中学 陳梓銃 2w 

基督書院 黎子謙 1C 

救世军卜维廉中学 曹煒莉 2D 

救世軍卜维廉中學 羅婷 2B 

救世軍卜維中學 伊敏儀 3D 

救世軍卜維廉 張富傑 2D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李俊君 4a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李綺琪 2A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陳杰豪 2D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陳嘉欣 2D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麥碧琦 2D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潘悦晴 3B 04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蔡鎔蔚 4B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羅陳琳 2D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張朗溢 五誠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張珮珺 5h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梁靖瑶 5A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鄭玲玲 5A 

博愛醫院陳佳紀念中學 曾宇聰 5A 

博愛醫院陳階紀念中學 何慧婷 09 

博愛醫院陳階紀念中學 鄧悅翹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尤其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任倩雯 4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戎大鴻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何昱瑩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李紫晴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周文信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梅美妍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飛燕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雅柔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慧文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陳銳載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曾惠琳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黃善本 5B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趙佩雯 5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蘇國鉅 5A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江紫琦 1D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李夢欣 5C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梁穎芝 4A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梁鎧鵬 F.4B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陳鈺雯 中四 C 班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黃雅茵 5A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楊詠堯 F5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蔡茵琪 4C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伍紀燃 5A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袁敬揚 5A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陳志成  4A 

曾璧山中學 李敏妍 4B 

曾璧山中學 厲卓琳 4c 

曾璧山中學 鄭子鋒 4c 

棉纺会中學 文詩美 3A 

棉紡會中學 伍浩峯 2A 

棉紡會中學 余家俊 3A 

棉紡會中學 余淑琳 3A 

棉紡會中學 李梓雷 2A 

棉紡會中學 周嘉穎 2A 

棉紡會中學 林卓峰 2A 

棉紡會中學 張睿淳 3A 

棉紡會中學 章依曼 2A 

棉紡會中學 陳首樂 2A 

棉紡會中學 陳銀麗 3A 

棉紡會中學 陳鑄鵬 2A 

棉紡會中學 楊可欣 3A 

棉紡會中學 雷栢謙 3A 

棉紡會中學 谭泳桐 2A 

棉紡會中學 潘嘉文 2A 

棉紡會中學 鍾雪盈 2A 

棉紡會中學 韓麗思 3A 

棉紡會中學 龐仲賢 2A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吳凱琳 4C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吳穎童 4C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李洛正 4C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張樂晴 4D 

黃鳳玲中學 黃國強 2D 

慈航學校 馮晉業 6A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莊建豪 5DS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庾潔怡 6DS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王麗彤 4B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庄森森 5A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李麗如 4D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洪茵榆 4C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鄧琳琳 5A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黎子弦 4E 



聖公會仁立小學  黃偉軒  4A 

聖公會主風小學 王焯謙 4B 

聖公會主風小學 李考峰 5B 

聖公會主風小學 李彥臻 4D 

聖公會主風小學 李諾瑤 6D 

聖公會主風小學 陸家軒 6D 

聖公會主風小學 黃文迪 5D 

聖公會主風小學 雷皓竣 6D 

聖公會主風小學 劉兆峯 5A 

聖公會主風小學 鄭希雯 4C 

聖公會主風小學 鄭彥博 小五 A 班 

聖公會主風小學  潘鋑 5A 

聖公會主風小學 瀝源邨 黃天樂 4A 

聖公會主風小學(沙田區) 李盈 4D 

聖公會基孝中學 朱榮慧 5D 

聖公會基孝中學 李欣樺 5A 

聖公會基孝中學 李凱霖 5B 

聖公會基孝中學 林浚杰 4D 

聖公會基孝中學 林熙 5D 

聖公會基孝中學 梁銳賢 5D 

聖公會基孝中學 陳怡穎 4A 

聖公會基孝中學 陳澤榮 5A 

聖公會基孝中學 曾穎琳 4A 

聖公會基孝中學 馮正 5D 

聖公會基孝中學 楊文聰 5A 

聖公會基孝中學 蔡雪玟 4A18  

聖公會基孝中學 鄭志康 4D 

聖公會基孝中學 鄭燊楠 5D 

聖公會基孝中學 羅惠怡 4A 

聖公會梁季彛中學 周嘉盈 5A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陳愷喬 小學五年級甲班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陳皚澄 5B 

聖保羅男女中學 張鳴悅 1E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焯康 4B 

聖保羅男女中學 盧懿寧 一庚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思衡 中一 

聖博德學校 方詩茵 5D 

聖博德學校 葉鑑陽 6D 



聖博德學校 鄭皓暉 五丁班 

聖博德學校 蕭敏悠 4C 

聖羅撒書院 黃映童 1A 

聖羅撒書院 盧思齊 中四甲班 

聖羅撒書院 羅譽馨 3A 

嘉諾撒聖家學校 黃芷欣 6c 

滬江小學 陳惠喬 5D 

樂善堂梁黄蕙珐紀念學校 李泳楊 4e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陳浩軒 6A 

潮州會馆中学 陳响冲 4C 

潮州會館 羅逸錦 4C 

潮州會館中學 林芷晴 4C 

潮州會館中學 胡廣霖 5A 

衞理中學 林景恆 5D 

衞理中學 林萬剛 4D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李家濠 3D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杜俊緯 5A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邱裕萌 4E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梁文朗 4E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梁嘉瑜 4C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黃寶昇 4C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鄧敬軒 4E 

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藍少攸 5c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黃麗心 中五 

 
**上述資料由參加學生自行填寫，有關學校名稱及學生姓名將稍後確認及更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