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1 冠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李卓燁 71 優異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朱清琳
2 亞軍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鍵滔 72 優異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楊雅詩

3 季軍
童匯藝語發展學院（代參加）
培基小學（就讀）

梁愷霖 73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林冰瞳

4 季軍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葉子勤 74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麥巧欣
5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樊貝怡 75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陳芷忻
6 優異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陳穎蕾 76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孔秀樺
7 優異 上水宣道小學 陳駿爾 77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李凱蓓
8 優異 上水宣道小學 張褫慧 78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周凱盈
9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李衍柔 79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魏靖嵐

10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愷蕎 80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盧泳雯
11 優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林天慧 81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郭書旖
12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彭朗熙 82 優異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林珈璐
13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甘雅文 83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魏雪如
14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溫浚 84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謝嘉程
15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曾雅蔚 85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許芷琦
16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關諾謙 86 優異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許芷盈
17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敖溱揚 87 優異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翟懿晴
18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鄧汶欣 88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何珮瑩
19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余詩恩 89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高苠朗
20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馬嘉怡 90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陳羽翹
21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李紫盈 91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陳鎧琳
22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譚俊熙 92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黃靖桐
23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劉天怡 93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薛皓天
24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陳靖文 94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胡貝嘉
25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劉詠恩 95 優異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麥娉婷
26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招驊晉 96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林婉晴
27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葉海澄 97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鐘皓喆
28 優異 元朗官立小學 馮君灝 98 優異 筲箕灣崇真學校 王婷姿
29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林澔兒 99 優異 聖方濟愛德小學 馬樂妍
30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莫曉璇 100 優異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鄭洛蘊
31 優異 民生書院小學 麥天兒 101 優異 聖公會基顯小學 鄭晧程
32 優異 民生書院小學 黎康桐 102 優異 聖公會基顯小學 張海湄
33 優異 民生書院小學 王曦嵐 103 優異 聖公會基顯小學 譚恩熹
34 優異 民生書院小學 盧巧澄 104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張凱晴
35 優異 李陞大坑學校				 袁溥澤 105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馬心蕎
36 優異 李兆基小學 劉思雯 106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吳詠蕎
37 優異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伍倬誼 107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何芷侗
38 優異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陳凱晴 108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彭晞晴
39 優異 佛教榮茵學校 梁健聲 109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甄泳楷
40 優異 佛教榮茵學校 張蓮 110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鐘汶義

41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張柏豪 111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鄭穎森

42 優異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顧詠瑜 112 優異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何秀冬
43 優異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梁曉鳴 113 優異 聖公會靈愛小學 李心由
44 優異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嬛兒 114 優異 聖公會靈愛小學 王藝晴
45 優異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張可嵐 115 優異 聖公會靈愛小學 黃穎嵐
46 優異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郭倚璇 116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簡愷瑤
47 優異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黃欣怡 117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湯曦潼
48 優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黃晞蕊 118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鄧兆甯
49 優異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阮愷晴 119 優異 聖公會主風小學 余心柔
50 優異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卓駿傑 120 優異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李樂筠
51 優異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李雅婷 121 優異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黃智盈
52 優異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彭暐曈 122 優異 塘尾道官立小學	 陳秀林
53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黃晉彥 123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劉宛濙
54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徐瀚霖 124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鐘晞兒
55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葉皓瑜 125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黃芊菱
56 優異 海怡寶血小學 楊絡弛 126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蔡淑汶
57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林進穎 127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素雅
58 優異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張舜 128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蘇子霖
59 優異 華富邨寶血小學 陳得樂 129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余愷桐
60 優異 啟基學校（港島） 施澄 130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譽文
61 優異 啟基學校（港島） 林紫悠 131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鄭卓悠
62 優異 啟基學校（港島） 劉枳晴 132 優異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胡樹希
63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翁子晴 133 優異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Ava
64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翁馨涵 134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顏珮宜
65 優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陳昕彤 135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麥芷嫣
66 優異 國民學校				 郭倩沂 136 優異 寶血會思源學校 許正
67 優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易朗希
68 優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易朗欣
69 優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馮偲琋
70 優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魏安雅

中小組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