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1 冠軍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莫倩怡 61 優異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宋珈媛
2 亞軍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黎采錡 62 優異 道教青松小學 龍咏荷
3 季軍 聖加勒小學 蔡天欣 63 優異 道教青松小學 許曉樺
4 季軍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歐陽佩嵐 64 優異 海霸街官立小學 羅樂遙
5 優異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彭琬淋 65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莊曉琳
6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廖嘉兒 66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陳梓寧

7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陳珮㼆 67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洪瑀晴

8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陳穎茹 68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莊騏菱
9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陸樂瑤 69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黃紹晉
10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蘇宇軒 70 優異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李曉彤
11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方焯瑩 71 優異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黃書恆
12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于洋 72 優異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冼俊廷
13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陳曉嵐 73 優異 深井天主教小學 關曉琳
14 優異  大埔官立小學 傅詠恩 74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凌卓楠
15 優異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黃希燑 75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曾泳
16 優異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譚佩彥 76 優異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盧瑋霏
17 優異 天主教領島學校 鄭璟卓 77 優異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趙曼枝
18 優異 天主教領島學校 梁曉恩 78 優異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黃婉斯
19 優異 天主教明德學校 陳善邦 79 優異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洪宇詩
20 優異 屯門官立小學 何禮善 80 優異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嚴凱淇
21 優異 屯門官立小學 林樂妍 81 優異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學部) 劉梓翹
22 優異 屯門官立小學 李曉晴 82 優異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學部) 彭煥喬
23 優異 屯門官立小學 譚芷晴 83 優異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學部) 潘慇彤
24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林可悠 84 優異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學部) 余研慧
25 優異 北角循道學校 (小學) 符羨珧 85 優異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馮瑜
26 優異 北角循道學校 (小學) 黃卓洛 86 優異 廣東道官立小學 張婉姿
27 優異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Emjay 87 優異 廣東道官立小學 何悅恆
28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張怡恩 88 優異 迦密愛禮信小學 鄭譪霖
29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黃莎莉 89 優異 嘉諾撒聖家學校 (九龍塘) 陳蕙心
30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何玉兒 90 優異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沈詩雯
31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廖文希 91 優異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Noor Fiza
32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何鎮淏 92 優異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李曜桐
33 優異 佛教慈敬學校 陳君妍 93 優異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陸浩揚
34 優異 佛教榮茵學校 楊雅琳 94 優異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雷穎茵
35 優異 佛教榮茵學校 龍尚宜 95 優異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賴宛珩
36 優異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尤畢興 96 優異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吳彥霖
37 優異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李曉瑩 97 優異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衛紀榛
38 優異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蘇殷璇 98 優異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巫思穎
39 優異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劉婉珊 99 優異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劉祺
40 優異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朱紫晞 100 優異 聖公會基顯小學 周愷彤
41 優異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潘寶怡 101 優異 聖公會基顯小學 方穎童
42 優異 拔萃女小學 林詩澄 102 優異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譚敏妍
43 優異 拔萃女小學 梁樂妍 103 優異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高樂兒
44 優異 拔萃女小學 陳綺瑄 104 優異 聖公會蒙恩小學 謝殷喬
45 優異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駱詩瑤 105 優異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林家宝
46 優異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盧虹妃 106 優異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蕭凱恩
47 優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黃卓翹 107 優異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張凱悅
48 優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霍皓澧 108 優異 聖加勒小學 劉卓彥
49 優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郭雅琪 109 優異 聖加勒小學 陳凱慈
50 優異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廖雋言 110 優異 聖加勒小學 陳沛盈
51 優異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潘曉彤 111 優異 聖加勒小學 馬考彤
52 優異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蘇泳欣 112 優異 聖加勒小學 馮樂芯
53 優異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陳曉瑩 113 優異 聖加勒小學 陳映霖
54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陳凱琳 114 優異 聖嘉祿學校 譚欣琦
55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楊雅琳 115 優異 聖嘉祿學校 李安欣
56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歐熙穎 116 優異 聖嘉祿學校 林晉霆
57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許穎瑤 117 優異 聖羅撒學校 陳頌恩
58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秦藝嘉 118 優異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彭智滔
59 優異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李愷瀛 119 優異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趙傲然
60 優異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劉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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