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張穎濤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高栩沛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黄浩为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何雅慈 一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陳淨研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林童童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馮焯東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李珮霖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陳嘉渝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龚点秋 二等獎 

杭州橄欖樹學校 黃天悅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郭梓軒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江云帆 二等獎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何藹玲 二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房鈺清 二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郭雅婷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陳叙霖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杜衡 二等獎 

鐘聲學校 陳博謙 二等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張鈺恩 二等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李溵琦 三等獎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鍾鴻熙 三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沈昱彤 三等獎 

杭州橄欖樹學校 張格瑋 三等獎 

沙田官立小學 張昊朗 三等獎 

亞斯理衞理小學 曾樂行 三等獎 

仁德天主教小學 黃文灝 三等獎 

仁德天主教小學 趙彦楊 三等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李治辰 三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梁馨安 三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胡祥興 三等獎 

鐘聲學校 林俊逸 三等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何燁濤 三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孫景羲 三等獎 

沙田官立小學 謝希潼 三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邓会霖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罗婉滢 一等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麥偉俊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謝礎穎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陈章文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梁钊浩 一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劉泮驊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許家霖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程鑫璐 二等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何彥明 二等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林浠彤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罗心怡 二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劉灝軒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方栩晉 二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顧振雄 二等獎 

沙田官立小學 任曉彤 二等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陳毅軒 二等獎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李泓熹 二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蘇梓善 二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宏德 二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董圳培 二等獎 

鐘聲學校 蔡海宏 二等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林彦君 二等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陳用堡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林灝朗 三等獎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郭晋希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吳澤權 三等獎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譚周衡 三等獎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楊智豪 三等獎 

沙田官立小學 陳紫晴 三等獎 

沙田官立小學 梁銦軒 三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廖思宥 三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鄧穎琳 三等獎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鄭仕博 三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楊卓廷 三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張舒傑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王浚佑 三等獎 

潮陽百欣小學 陳焯翹 三等獎 

鐘聲學校 劉德聲 三等獎 

 



 

B4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一等獎 溫國湧 陳銘鴻 蔡嘉盈 陳洛桐 林詩琪 楊栩昕 

B1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一等獎 尹梓軒 胡子謙 湛梓軒    

B26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一等獎 歐欣彤 黎承治 曾子瑋 蘇子峯 嚴智軒  

B31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一等獎 周美澄 陳嘉晉 徐祉滔    

B33 潮陽百欣小學 一等獎 王冠堯 陳樂文 黃靜雅    

B45 沙田官立小學 一等獎 區家睿 莊曉晴 戚文傑 麥凱童   

B47 杭州橄欖樹學校 一等獎 紀志遠 支濤 許杰雅 張瑞   

B0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二等獎 趙莊翹 陳曉峰 梁崇謙 孫菀瞳 楊溢 吳殷昊 

B24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二等獎 羅婉瀅 李欣霖 陈乐儿 谭雅芝   

B34 路德會沙崙學校 二等獎 劉嘉燁 冼健全 趙子謙  梁汶傑 葉紀言 

B0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二等獎 林家宜 林寓山 何紫瑩 魏祖軒 趙樂澄 洪溢朗 

B05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二等獎 邱倩琳 洪皚淳 蔡凱琪    

B18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二等獎 韓卓林 何梓妍 許惠婷 潘卓瑤   

B23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二等獎 朱金鹏 江梓晴 何智濠 蔡丰远   

B2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張皓霖 梁韡摯 白朗日 楊逸峰 賴俊傑 黃臻樂 

B37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二等獎 歐浚朗 麥仲衡     

B03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陳穆星 林嘉緩 莊穎詩 邱澤琪 黃尚 梁銘津 

B04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丘曉琳 丘曉嵐 蔡文慧 葉兆輝 李紫渘  

B12 光明學校 三等獎 郭政桻 林韋希 周子諾 周駿燊 鍾嘉顥 趙浩明 

B25 浙江省杭州高新實驗學校 三等獎 張彻 黃珺澤 林柯唯 蔣博宇 朱趙可 朱露軻 

B38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三等獎 司徒子豐 楊梓濠 羅元鴻 陸浩然   

B39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三等獎 劉思甜 郭紀寬 施嘵鴻 鍾宜和   

B42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三等獎 黃樂臨 何婧瑜 黃穎軒 陸景豪 陳倚婷 馮卓威 

B43 亞斯理衞理小學 三等獎 馮鴻杰 鄭邵青 鄭邵研 謝靈 温小美 吳佩琳 

 
 
  



 

 

C17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林曉婷 陳亭君 黃頌軒    

C16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一等獎 陳靜姚 劉家恩 譚冰芯    

C32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一等獎 程詠芯 勞浚 曾坤宇 黃偉權 呂靖軒 鄧子希 

C39 鐘聲學校 一等獎 陳澤希 何鎮浩 江瑋軒 吳子森 溫晞彤 王曦裕 

C40 鐘聲學校 一等獎 張朗浩 温故知 馮希漩 官子琳 黃己溱 黃日朗 

C34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二等獎 莫紫言 何子柔 夏语冰 吳一凡   

C36 浙江省杭州高新實驗學校 二等獎 郭建彬 孔安哲 劉天暢 賴辰昱 蔡鎮鴻 陶文喆 

C3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詹德熙 鍾樂然 林靖 鄒童匡 周東輝 林柏言 

C04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莊曉明 詹麗君 吳國熙 林詠恩 黃灝翔  

C18 般咸道官立小學 二等獎 陳銘希 何祉鋆 吳浩駿    

C27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二等獎 程凱儀 蔡可欣 蔡嘉明 郭俊威 賴濱濠 羅卓男 

C54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二等獎 Lee Yat 

Long 

Shiu Yu Hin 

Bernard 

Wong Long 

Shing Jason 

Poon Fong Chit 

Fergus 
Ko Tsz Lam Lai Xi Nai 

C06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二等獎 林彥成 林耀洋 吳崇裕 梁智媛 張智然 吳偉強 

C47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二等獎 黃曉楓 何奕熙     

C49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二等獎 鍾啟惠 莫銳謙 鍾啟源 李澤軒   

C46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三等獎 周諾峰 鍾日朗 何皓霖    

C33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三等獎 陳錦曦 趙家翹 梁嘉駿 謝澤希 葉永浩 周映雪 

C31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三等獎 李靖朗 利兆恩 李子騫 李諾琳 丘熙正 鄭偉鍵 

C19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三等獎 白俊輝 張雅雯 邱子樺 劉家源 司徒曉洛  

C44 潮陽百欣小學 三等獎 曹貝恩 趙子卓 孫曉慧    

C13 光明學校 三等獎 劉慧其 黃宥寧 李祉潁 林海祈   

C0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三等獎 文卓熙 許晉維 余逸俊 黃曦哲   

C0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三等獎 黃子皓 劉思賢 余逸俊 陳樂裕 歐陽詠詩 馬言謙 

C35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三等獎 王紫楹 张晓文 蔡芊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