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1 冠軍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鄺子瑤 71 優異 啟基學校（港島） 陳瑋謙

2 冠軍
童匯藝語發展學院（代參加）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就讀）

林穎锶 72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曾昱熹

3 亞軍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吳羽澄 73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王颢樺
4 季軍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樹木） 楊雯婷 74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葉馨文
5 優異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徐慧蕊 75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鄭紫瑤
6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李梓誠 76 優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劉康楠
7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馬海晉 77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丁薇晴
8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潘旻睿 78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陳詩雨
9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曾嘉瑜 79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許進禧
10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明璐 80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許芷晴
11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汝蔚 81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羅嘉熙
12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雅廷 82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王穎兒
13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梁恩 83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曹雅晴
14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羅心悠 84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黃靖晴
15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麥恩熙 85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黃睎澄
16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張雯琛 86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藍楚晴
17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鄭昭樺 87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梁芷昕
18 優異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庄銥晴 88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張洛雯
19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賴綽霖 89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陳希唯
20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劉浚哲 90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黃浩賢
21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峻熙 91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葉旨舜
22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黃一焉 92 優異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方丞軒
23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蘇綺康 93 優異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梁健洪
24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黃子燁 94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曾子妍
25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李冠星 95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駱梓軒
26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馬紫睿 96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林鎧翹
27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孫嘉蔚 97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蘇梓軒
28 優異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黎子慇 98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吳恩在
29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陳希旻 99 優異 筲箕灣官立小學 鄧希翹
30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羅宇桸 100 優異 筲箕灣官立小學 羅淽銘

31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歐陽曉彤 101 優異 聖方濟愛德小學 潘在燁

32 優異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盧彥光 102 優異 聖方濟愛德小學 徐曦蕎
33 優異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王子月 103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侯凱翹
34 優異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翟可言 104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黃棕怡
35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陳洛堤 105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江明醞
36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何紫瑩 106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江紫晴
37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黃微 107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李梓朗
38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黃證浩 108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梁洛言
39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黃子進 109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梁頌烯
40 優異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趙苡殷 110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林悕妍
41 優異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黃迦嵐 111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林子嫣
42 優異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李沛諭 112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呂文智
43 優異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彭梓晴 113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馬崇謙
44 優異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張芊予 114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莫睿彤
45 優異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鄭沛霖 115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莫茵茵
46 優異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黃筠雅 116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區曜晞
47 優異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陳錫霖 117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嚴曉媛
48 優異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王文希 118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余芷翹
49 優異 佛教榮茵學校 張怡 119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朱樂兒
50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許執弦 120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莊曉琦
51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黃子瑜 121 優異 聖公會靈愛小學 戴珞蕎
52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梁弘澔 122 優異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蔡樂也
53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呂雅清 123 優異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鄧凱琳
54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楊凱迪 124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梁素儀
55 優異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司徒詠曦 125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呂恩熹
56 優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符皓竣 126 優異 塘尾道官立小學 陳浩鋼
57 優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符卓恩 127 優異 塘尾道官立小學 吳雨彌
58 優異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劉子悅 128 優異 塘尾道官立小學 吳樂融

59 優異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吳昭言 129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徐慧琪

60 優異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黃楚峰 130 優異 嘉諾撒培德學校 韋欣彤
61 優異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林心柔 131 優異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陳珮善
62 優異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葉曉穎 132 優異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彭海澄
63 優異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張詠雅 133 優異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譚安翹
64 優異 海壩街官立小學 羅凱琳 134 優異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魏藝
65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陳湤穎 135 優異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熊彥嘉
66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陳希禪 136 優異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黃琬晴
67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陳雅瑤 137 優異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黃彥嘉
68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李浩哲 138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程思皓
69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楊晉亮 139 優異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藍莉歡
70 優異 華富邨寶血小學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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