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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陳叙霖 一等獎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俞韦帆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陈宸 一等獎 

鐘聲學校 陳博謙 一等獎 

杭州维翰学校 朱芮成 一等獎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陈宇轩 一等獎 

杭州维翰学校 肖楚渝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蔡昊桦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林俊逸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陳嘉渝 二等獎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卢鹏铭 二等獎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周贝宁 二等獎 

鐘聲學校 蔡健朗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梁振滔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黄宇彤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梁宇辉 二等獎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白玉涵 二等獎 

浸信會天虹小學 戴政民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簡悅宜 二等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張雪嵐 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何恩傑 三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冯睿熙 三等獎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王嘉虞 三等獎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龍騰雨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黃琮煒 三等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盧得泉 三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郭雅婷 三等獎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蔡高成 三等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孫景羲 三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鈁瑀 三等獎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蘇漢剛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袁智朗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劉俊傑 三等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蔡嘉瑤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黃嘉樂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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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羅理堯 一等獎 

C36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何奕嘉 一等獎 

C37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霍裕朗 一等獎 

C43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歐承熹 一等獎 

C1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方梓宸 一等獎 

C49 浸信會天虹小學  李海睿 一等獎 

C35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刘智年 一等獎 

C60 鐘聲學校   莊家晉 一等獎 

C30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葉慶豫 二等獎 

C38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李泯均 二等獎 

C31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周俊杰 二等獎 

C48 浸信會天虹小學  霍然 二等獎 

C1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許家霖 二等獎 

C34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李春来 二等獎 

C12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羅嘉恩 二等獎 

C62 鐘聲學校    杜 衡 二等獎 

C67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劉淑勻 二等獎 

C64 鐘聲學校    劉梓俊 二等獎 

C07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萬凱揚 三等獎 

C74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莫允政 三等獎 

C65 鐘聲學校   陳子健 三等獎 

C66 鐘聲學校    何梓暘 三等獎 

C16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盛樂軒 三等獎 

C0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謝礎穎 三等獎 

C47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郭建霆 三等獎 

C7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李夏津 三等獎 

C33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李想容 三等獎 

C61 鐘聲學校    殷文韜 三等獎 

C63 鐘聲學校    吳芷晴 三等獎 

C17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上謙 三等獎 

C29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歐芷菁 三等獎 

C7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謝智杰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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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 嘉兴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一等獎 文爱桦 杨车晨 郑丝阳    

B33 Diocesan Boys' School Primary Division 一等獎 
LO ALDEN 

PAK HONG 

SHIU CHEUK 

KIU 

LEONARD 

WONG 

ADISON 

CHIU CHUN 

KUEN 

BRYAN 

  

B05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一等獎 陳志權 葉昊宏 黃詩穎    

B06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一等獎 陳果豐 羅勁山 孫毓翔    

B13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一等獎 張振凱 芮俊昇 梁銳德    

B19 亞斯理衛理小學 一等獎 梁俊曦 司徒以鈞 董偉達 何嘉芸   

B20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一等獎 田志奇 姚可滢 霍俊杰 林政昊 吴悦言  

B21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一等獎 周家乐 江春林 源倚钧 彭馨怡 卢敏婷 苏伟杰 

B29 嘉兴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一等獎 杜宇照 杨大川 朱承卓    

B38 浸信會天虹小學 一等獎 陳柏生 黃輝鎣 吳承諵 林柏熹 羅育軒 盧冠宇 

B45 鐘聲學校 一等獎 賀程茗 蔡昀澤 周希賢    

B48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一等獎 歐陽迪霖 陳家衡 陳天心 黎穎怡 王特中  

B49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一等獎 王曉嵐 黃爾喬 植康棋 覃中正 黃子軒  

B23 杭州维翰学校 二等獎 徐文涵 陈弥 管心元    

B24 茅盾实验小学 二等獎 张亿博 沈煊博 沈楠昊 张嘉峻 周希桐 陈佳毅 

B31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二等獎 陳俊宇 朱栢希 梁柏晞    

B35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二等獎 許卓暉 周蓮宅     

B39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二等獎 劉嘉豐 李卓熹 楊菀婷 陳頌霖 張緣希 白雪怡 

B43 光明學校 二等獎 黃紀言 簡天佑 郭峻滔 王啟言   

B11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二等獎 張楚強 趙敖嵐 張偉鋒 張楚強   

B0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二等獎 黃添朗 林文耀 陳柏淳 蔡銘恆 孫正昊 李兆謙 

B09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蔡智仁 湯瑞妮 徐翊琋 唐米 謝善濤 單翊榛 

B36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二等獎 黃景聰 沈政 歐欣彤    

B44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二等獎 曾子胤 羅荻 周梓軒    

B46 鐘聲學校 二等獎 黃振宇 陳鉉灝 何心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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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參加學校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B16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三等獎 蔡梓燊 劉沛喬 李洛    

B04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等獎 陳紫晴 梁詠喬 布海瑩 許樂   

B12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三等獎 鄭希彥 蕭子欣 鄒可怡    

B14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郭楚雄 李霑 周思貝 潘穎茵 梁婉珊 朱元存 

B15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林思言 林柏怡 魏致韜 王佳霖 譚子楊  

B22 杭州维翰学校 三等獎 邢知言 武睿璠 陈艺净    

B25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三等獎 严暄涵 朱烨凡 沈亦一 马征   

B26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三等獎 冯逸帆 沈鱼靓 袁小迪 诸立宸 李宸翊  

B40 潮陽百欣小學 三等獎 魏僖賢 張之綜 蘭杰宇 卓俊言 鍾乾銘 謝珀圖 

B41 潮陽百欣小學 三等獎 何深昇 黃柏錡 張雅晴 周紫涵 何汶禧 陳志明 

B17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三等獎 陳鑑林 劉俞劭     

B08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三等獎 陳洛琳 廖展僑 雷燊 黃子齊 林柏言 黃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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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 北京市西城區黃城根小學 一等獎 吉昊霖 王歆然 郑锦博 梁楚仪 卢歆雨 彭博 

A10 茅盾实验小学 一等獎 张钱航 朱晨宇 王添羽    

A27 茅盾实验小学 一等獎 沈昊镕 陈奕廷 朱鑫洁    

A28 嘉兴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一等獎 董珂亦 朱奕豪 马思捷 梁马睿   

A06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一等獎 黃樂天 文光耀 冼靖棋 翁嘉悠 蘇展樂  

A25 杭州维翰学校 一等獎 谌佳合 周子煊 葛烁怿    

A44 鐘聲學校 一等獎 梁家宜 王誦禧 李心澄    

A48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一等獎 姚嘉豪 孫偉軒 樊詠詩 勞永康 梁健銘  

A05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一等獎 莊澤言 蔡思俊 張浩維 林逸義 陳梓軒  

A16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一等獎 李奕佟 林子霽 曾俊凱 柴柏廷 何岱錝  

A07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一等獎 黃曦哲 高嘉雨 李冠璁 黃祺殷   

A42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二等獎 

何梓妍 何梓溵 何宜樺 黃詩汝 萬子達  

A46 鐘聲學校 二等獎 莊皓程 胡凱晴 黃楚爾    

A41 光明學校 二等獎 王嘉珩 胡思朗 胡思楠 鄧卓軒   

A1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二等獎 羅爾妮 江恩恩 吳欣蓉 張萃麟 陳悅翹 杜華天 

A36 浸信會天虹小學 二等獎 薛謙 陳奕杰 張柏然 袁登華 朱弘泰  

A26 杭州维翰学校 二等獎 孟若蕙 金宇宸 张思琪 赵嘉洋   

A47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二等獎 黃爾樂 司徒苑 劉佳晏 趙芷穎 張素瑩 余菀嫦 

A20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二等獎 李凱婷 黃樂謙 區竣傑 鄭家濠 黃銘楷 林致欣 

A29 嘉兴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二等獎 刘怡江 温梓宸 姚羽轩    

A21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二等獎 黃焯風 巫俊熙     

A30 嘉兴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二等獎 吴奕程 邵语笑 张嘉远    

A38 潮陽百欣小學 二等獎 楊子豪 李宇晨 傅子凌 吳柏廉 林嘉欣 黃靜雅 

A24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二等獎 何秉钊 游雨航 王岚 李梓睿 潘宏駿 吴秀雯 

A04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二等獎 張明俊 戴榮志 鄧凱熙 范藝耀 吳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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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號 隊名 獎項 學生姓名 

A34 Diocesan Boys' School Primary Division 

三等獎 VUN 
KARSTEN 
LAURUS 

RASMUSSEN 

CHEONG CHING 
KIU MATTHEW 

HUNG 
CHUNG HEI 

LAI YAT KIU 
JULIO 

  

A39 潮陽百欣小學 三等獎 彭依皓 陳亮翀 陳泓銘 陳樂文 湯永澤 蕭子烜 

A33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三等獎 孫嘉懿 劉諺廷 葉琳 蔡愷晴   

A0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三等獎 鄧瑞旭 許芷然 林政達    

A14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三等獎 蔡宇欽 招柏然 詹智順 伍浩恩   

A11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三等獎 鄭家珍 黃子悠 董若涵 陳鈞灝 孫振毅 羅子軒 

A22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三等獎 張天穎 林卓衡 林灝謙    

A17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羅梓晴 許晉 李晉熙 林嘉欣 李佩汶 盧靖桐 

A23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三等獎 谭诗琪 陈乐儿 李欣霖 蔡漪琳 郭泳棠 林浩然 

A19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三等獎 劉鄭晟 陳進熙 香朗峰 譚俊傑 李卓軒 梁靖柔 

A43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三等獎 洪嘉壕 顧絡繹 洪澤軒    

A18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三等獎 雷應儀 楊培熙 杜鳴希 張伊晴 林弈冉 嚴淑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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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梁梓琪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王一凡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邓景东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黃綺欣 一等獎 

鐘聲學校 吳冰堯 一等獎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譚宇凌 一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黄子周 一等獎 

鐘聲學校 黃家嘉 一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林雅悅 二等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張曉恩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孙世容 二等獎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黃懿德 二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张继骏 二等獎 

鐘聲學校 簡睿妤 二等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黃爾樂 二等獎 

鐘聲學校 黃善彤 二等獎 

鐘聲學校 文玉瑩 三等獎 

广东省佛山市元甲学校 陶梓睿 三等獎 

鐘聲學校 劉璐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楊卓瑤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葉晞喬 三等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劉嘉慧 三等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卓宇婕 三等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黎海澄 三等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魏欣 三等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曹家琳 三等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羅芷柔 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