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九龍真光中學 方思穎 4A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徐柏琳 4A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張蒨瑤 4A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譚希澄 四真 優異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彭雅施 3D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曾嘉怡 2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WONG CHEUK SIN 3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孝源 4C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進謙 1C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曉彤 4D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文欣 4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東琦 4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景生 3C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俊龍 2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信謙 1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儀婷 2A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權順 3d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志成 3D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蔡美齡 5C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蔡嘉麗 1A 優異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蔡惠琪 2B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岑麗雯 3C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周盈瑩 5A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周婉琪 4D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思妍 中三丙班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婉婷 5C 優異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戴欣琪 3C 優異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陳歷恩 1A 優異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盧柏瑤 1A 優異獎
元朗商會中學 蔡鎮安 1A 優異獎
文理書院（九龍） 施昊然 3A 優異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毓舫 4A 優異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文鑫 2A 優異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彩樺 4A 優異獎
文理書院（九龍） 蘇鈺鈞 2B 優異獎
民生書院 伍郁堅 2B 優異獎
民生書院 岑頌輝 F.2A 優異獎
民生書院 林曉彤 5A 優異獎
民生書院 勞敬彥 1E 優異獎
民生書院 葉靜汶 F.2A 優異獎
民生書院 蔡卓欣 F.2A 優異獎
民生書院 藍晴 F3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卓明儀 2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孫慧琳 1c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梁曼婷 1C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梁竣皓 2A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梅洛彰 2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許芷晴 1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子康 2D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以澄 2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正倫 1A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欣琪 2A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緯晴 1A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曾嘉慧 1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晶晶 2B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楊坤寳 2D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春祺 2D 優異獎
伊利沙伯中學 羅裕銘 2D 優異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叶子萱 2A 優異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羅濱 5B 優異獎
佛教大雄中學 吳漢基 3D24 優異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洪佳茵 5A 優異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董港興 4D 優異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鄭睿鑫 3A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吳庭瑋 2D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吳楚炫 3A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郭俊唯 三丙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郭竣凱 二丙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曾漫雲 3C 優異獎
沙田官立中學 蘇晞朗 1D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施愉 4C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靜妍 4C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陈兆恩 3D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姚懿珊 1C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馬在林 5D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馬綺菡 5E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家瑋 2A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芷珊 3E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綽妡 1F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黄希怡 3F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馮偉晉 3F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馮曉萱 1c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楊凱喬 2e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祉晞 2E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駱映彤 3F 優異獎
沙田崇真中學 簡式賢 3F 優異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黃嘉苡 5c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石浩賢 3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家誼 4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婥瑩 3C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麥馨紫藝 5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黄世宇 3C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凱瀅 5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馮曉樂 5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葉盛文 3B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熊巧晴 5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潘夢茵 5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蔡富盈 2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凱蕎 1D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沛麒 3A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嚴嘉妮 3A 優異獎
金文泰中學 林栢言 四文 優異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陳愷悌 2B 優異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吳學劭 3C 優異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俞顯龍 2c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何卓 3D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何恩程 1D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周子晴 2A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天詠 3B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俊驊 3A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廖樂曦 3A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鄧棨陽 3A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鄭卓茵 3B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黎旭慧 3B 優異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黎曉慧 1D 優異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王靜雯 3B 優異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卓言 3A 優異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洛霆 3A 優異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黃詠嫻 3A 優異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黃樂兒 2C 優異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黃曉恒 2c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伍曉瑜 5A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呂菀晴 3b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天正 3A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佩欣 5A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愷知 1A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劉永寧 3D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蔡宜均 2E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聶啟君 1B 優異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謝卓熹 9E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燕麗 S2B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祉慧 1D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洪曉琳 S2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希俐 S2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希瑜 1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嘉晴 S2B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爾琛 S1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郭芷麒 S2D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蔚行 S2B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曾感恩 S2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馮㇠翹 S1A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鄭宛姍 S2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盧珈言 2C 優異獎
香港真光中學 魏佳麗 S2D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何貴姿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浩言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燁琪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柳琬婷 中四㇠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馬穎心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梁慧賢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郭可怡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郭凱琳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焯楹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詠琳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韻之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楊芷欣 2A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楊曼靜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雷愷錡 4B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鄭昹彤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鄭曉欣 4B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黎依樂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黎碧琪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賴嘉怡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霍凱彤 5C 優異獎
香港真光書院 龍炯慧 5C 優異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林恪穎 4HOPE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王倩雪 6A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李沛熹 5A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張遠謀 5A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蔡宜貝 6A 優異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李蔚心 2A 優異獎
培僑中學 余思嫣 3C 優異獎
培僑中學 吳梓鑫 5A 優異獎
培僑中學 杨若晨 3B 優異獎
培僑中學 沈方晟 4A 優異獎
培僑中學 柯幸妮 4A 優異獎
培僑中學 黄沛霖 3D 優異獎
基督書院 郭耀幫 5D 優異獎
基督書院 潘宇暉 3C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施宇軒 2B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張嘉穎 3B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云揚 2C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黃鈺儀 5D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黃穎怡 4A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謝芷珊 2B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鍾訢浩 3D 優異獎
創知中學 陳灝傳 2A 優異獎
創知中學 黃鈺灝 3c 優異獎
創知中學 潘皓軒 3A 優異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何歡持 1B 優異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許迪欣 1C 優異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陳顯達 1B 優異獎
棉紡會中學 楊可欣 3A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江玗穎 3B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何咏心 2D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何晧昕 1C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張千樂 1C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許淑媛 2D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曉陽 1D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簡綽彥 2D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饒睿禧 2C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余思琪 5C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李嘉慧 3A 優異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余偉鵬 2C 優異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周曉瓏 4C 優異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劉穎儀 2A 優異獎
聖言中學 成銳邦 1B 優異獎
聖言中學 李君臨 三丁 優異獎
聖言中學 翁偉豪 2D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陳愷軒 2B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陳新宇 5A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陳暉明 3C 優異獎
聖言中學 黃韋程 3B 優異獎
聖言中學 賴銘謙 2C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吳柏洭 三甲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李理 1B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邱南山 1A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柯信行 3B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陳儁浩 3B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潘啟聰 3B 優異獎
聖芳濟書院 黎子樂 3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Zhu yinan 3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孔皓正 2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方思捷 3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甘晋熹 3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吳厚德 F. 2F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李民禧 F.3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李頌恩 F.2A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阮卓熙 F. 2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邱㇐悠 3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洪啟然 F.3A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高誠鍇 F.1C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梁柏熙 1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郭永佳 2C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陳匡嵐 1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陳智林 1C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曾浩軒 2C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馮匡正 2C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馮進銘 F.3D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黃哲宇 F. 2A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趙彥智 3F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蔡睿翹 F.3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鄭駿泓 F. 3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蕭子誠 3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羅加灝 1A(15)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譚㇐諾 4B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譚樂謙 F.1E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 關頌熙 F.3A 優異獎
聖貞德中學 喬科斯 中四信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方詩雅 2M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穎珊 3P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杜倩怡 3Dorcas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欣怡 3D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胡心怡 2Ma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胡绮棋 2Dorcas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祐熙 2D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洵玲 3Phoeb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祉熙 3 Ma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深藍 2 P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千㇐ 3P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晞敏 3 Phoeb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熹 3Martha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鄭嘉莉 3P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蕭柔 3PE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鍾穎欣 3Martha 優異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譚心妮 1PE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王靖怡 中四甲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付嘉欣 3A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甘曉晴 中四甲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何艾娟 4C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李卓瑤 三丁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李宛樺 3C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李凝盈 4D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冼婕 4D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林琪騏 4B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張栩禔 中㇐甲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陳思羽 3B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陸熙堯 4C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楊宇詩 3B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楊紫晶 2A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楊紫瑩 3B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鄭洛瑤 4B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黎塏澄 4D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盧美慧 中四丁班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譚芷晴 5A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關祉彥 2D 優異獎
嘉諾撒書院 蘇翊 5D 優異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伍宇晴 4A 優異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嘉濤 3C 優異獎
瑪利曼中學 尹子泳 2A 優異獎
瑪利曼中學 王沚琳 2D 優異獎
瑪利曼中學 葉嘉穎 2A 優異獎
瑪利曼中學 關雅文 2C 優異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陳芊澄 1C 優異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陳嘉慧 4A 優異獎
閩僑中學 许迪岚 2礼班 優異獎
閩僑中學 施培鋒 4仁 優異獎
德望學校 何楚媛 五戊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李芷盈 1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李采盈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李凱嵐 5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李凱瑩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沈天梓 五㇠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林巧嵐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洪美妮 2F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高靖雅 2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高曉欣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張曼穎 2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郭子怡 5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陳子淇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陳映澄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陳慧恩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勞蔚然 1C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馮倩晴 5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黃映珊 4D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黃逸曈 1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楊芷晴 2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萬曉汶 1D 優異獎
德望學校 廖穎賢 五㇠ 優異獎
德望學校 劉均沂 1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劉韵婕 3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蔡璟直 五丁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鄧思珩 2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鄭婉盈 5C 優異獎
德望學校 黎日禧 2A 優異獎
德望學校 羅芍嵐 2B 優異獎
德望學校 蘇津蕎 1A 優異獎
德雅中學 朱嘉慧 1C 優異獎
德雅中學 李希悅 3D 優異獎
德雅中學 黃韻婷 4D 優異獎
德雅中學 趙東麗 3D 優異獎
德雅中學 錢美均 2B 優異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郭海進 3A 優異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蘇駿德 3C 優異獎
鄧鏡波學校 袁秉程 2A 優異獎
鄧鏡波學校 陳子愷 1A 優異獎
鄧鏡波學校 黃晞正 2A 優異獎
衞理中學 李卓霖 2c 優異獎
衞理中學 鄺詩詠 2C 優異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侯樂天 3B 優異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沈詩彤 3D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何卓言 1D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吳敏嘉 1B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曹飛揚 3D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陳以正 1A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陶咏知 3C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曾慧瑜 3C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黃凱婷 1D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廖國英 3B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談美拉 3C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鄧皓 1D 優異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鄭雅芝 ㇐仁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