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九龍工業學校 王淑敏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朱家豪 3D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何泳珠 3D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吳霆彦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李映惠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杜朝雪 1D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周凱茵 2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林浩朗 2C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林學文 1C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武儀媛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梁燕莉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許昊 3D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陳欣婷 2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黃律希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楊凱鍶 2B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葉開心 3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鄭海涵 2E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鄭穎聰 2B 嘉許獎
九龍工業學校 譚春晓 3E 嘉許獎
九龍真光中學 李華洛 5A 嘉許獎
九龍真光中學 陳紈晴 4B 嘉許獎
九龍真光中學 陳鎧汶 四真 嘉許獎
九龍真光中學 黃玥 四信 嘉許獎
九龍真光中學 歐陽雅瑜 4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孔柏盛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江佳成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江旻軒 1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吳佩瑩 1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呂卓桐 1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呂偉傑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呂靖童 3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宋震楠 1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李小祖 1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李希姸 1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李俊兴 3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沈秉熹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周宛晴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周悦慈 1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林展陞 1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林熙 3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邱倩嵐 4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胡可靖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徐浩軒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翁卓恒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高倩玉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高晉生 S.1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區栢熙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區嘉瑞 2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張楷悦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梁穎妍 1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郭萁栢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郭澤宏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小寶 1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友維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沃杰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依玲 1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陳慧敏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黄馨儀 1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彭靖鋒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曾卓翹 1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曾珀遙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曾維懋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曾曉川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游卓諺 3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咏雪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彥宇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晉熙 1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巽和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黃煜盛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葉永傑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葉智康 1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葉穎嵐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鄒家健 3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廖雅致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熊曉瑩 1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趙芷淳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劉繼殷 2A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蔡湕津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鄧芷如 2D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鄧皓月 1B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黎嘉軒 3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薛程 2c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羅明鏈 1A28 嘉許獎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譚美銀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Ki Tan Kwan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布鈞誥 6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吳岸琴 5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李倩茵 6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李振飛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沈鵬宜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周嘉俊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姚彦彤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范皓程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徐雅麗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翁林清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張芷晴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梁健德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莊淑婷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許穎欣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陳昊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陳芷錡 5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陳智朗 6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陳嘉瑜 5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陳翠君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麥世傑 6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馮柏維 6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黃俊傑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黃思慈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黃莎軒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楊文曦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鄺祖鏗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關棋丹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Chu Ming Yin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王思敏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王穎琛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朱樂明 ㇐甲/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何子敬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吳彤忻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李卓龍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李睿苓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林翠兒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林駿培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邱卓盈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邱嘉儀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胡芷君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馬駿騫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區子澄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張宇蕎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梁日康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梁美順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梁震權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許珊珊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許婷殷 ㇐甲班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元㇐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文祺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安莉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柏均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韋洛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展恒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振揮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詩澄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黃永健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廖慧琳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劉恩祈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羅嘉洛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tse chun ka謝隽嘉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文天恩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丘展劻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司㇐鳴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田芷澄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伍晞雯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庄曉桐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朱文耀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朱汶喬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芷悠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建邦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樂恆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蔚姸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鎵豪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何寶嵐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宇晴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芷遙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浚僖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煦喬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樂希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韻淇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吴奕莹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呂依霖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呂爾晴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玉婷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立嵃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因喬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欣婷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泳欣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楚賢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嘉祐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綺翹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鎂玲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杜祖營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沙迎美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周洛謙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周曉霖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林宇軒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林景宏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林傲天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林煒楓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林詩敏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封皓曦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洪東權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洪榆雯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洪瑋駿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胡海晴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倫穎欣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凌逸怡 1D08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徐心想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徐梓滔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翁許婷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卓嵐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東旻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思榆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紫盈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張穎彤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梁宇軒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梁雨詩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梁峻豪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梁智傑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梅旨彤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許朗瑋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郭凱晴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郭琬珽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郭詩琳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郭嘉煒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文學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廸希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勇勤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珈晞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浚榣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浩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凱卓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智恩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詠珊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餘雪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穎彤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麥芷琳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麥啟俊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麥筠彤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黄子珊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黄善敏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傅瑶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曾詠琳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曾嘉喬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曾樂欣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曾穎潼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温敏靖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童乾哲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子盈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依澄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施予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星宇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景發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焯言 2 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黃曉晴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芷凝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海婷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雯興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道聲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楊璦嘉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葉海喬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葉焯朗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葉滙霖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葉穎欣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董家媚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廖俊安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廖雪盈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廖無雙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廖嘉怡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谭詠心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趙曼璐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劉芷澄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慕容浩權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歐卓軒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潘子申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蔡曉彤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安琦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卓琳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飛鳳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健怡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敏妍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鈞豪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嘉雯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樂恩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曉藍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鄧穎琳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鄭于舒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鄭天悅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鄭慧儀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黎伊敏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黎梓浠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盧思敏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盧政言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蕭俊泓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霍懷恩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龍韻芝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戴卓妍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謝雅琪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謝㯋騫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謝踔柔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鍾宇陽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鍾欣晞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鍾海晴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鍾澄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鄺銥圻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羅梓堅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羅紫淇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羅逸皓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譚力宏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譚梓妤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關錦玥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關錦玥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饒金欣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饒穎欣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王云锋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王芷茵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王芷靖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付凱文 5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司徒臻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任朗廷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明晉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思兒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景宇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紫欣 5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匯賢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何應婷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吳子浩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吳愷欣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吳慧茵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巫㇠希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易翹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芷霖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家維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偉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杜智衡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周彦希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林珍妍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林進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邱奕皓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金美李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俞楠鯨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柯渊源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洪家曦 5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胡曉琮 4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范澤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范錦怡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馬鏘舜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高雅瑩 4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崔曉藍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子鋒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天樂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可盈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稚鑫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綺珊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張震熙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巧晴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東煜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展勝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鈞翹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嘉欣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梁錫康 5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許浩榮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郭俊希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兆鋒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芷柔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姿因 1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思儒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思穎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家晴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淑婷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惠美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嘉鍵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陳潔雯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陸俊年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陸海姍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陸雪珍 5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黄子陵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勞志偉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曾紀欣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游舒蓉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童俊禧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馮卓鳴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晉彥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凱旋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詠心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毅弦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諾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黃錫湧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楊淨雯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楊賢澤 2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溫偉文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葉宇超 1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葉芷珊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葉權鋒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廖子健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劉思茵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劉晉憲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潘浩賢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蔡柏圻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蔡瑞潼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鄭宇竣 4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鄭曉蕎 4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黎宇軒 3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黎卓曦 2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盧金鴻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賴旻謙 3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賴錦龍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謝兆雅 1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鄺子恩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鄺子軒 3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魏金莎 3A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羅敏姿 1C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譚以行 2B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譚栢利 2D 嘉許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蘇欣桐 3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叶国誠 1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江依雯 3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吳詠彤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周卓嵐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林均和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施嘉榮 1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容逸豫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徐汶鎣 2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高雅怡 1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梁銘峰 3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梁橋珍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莫梓謙 3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振譽 1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浩文 1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寶兒 2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陳顯龍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黄冰儿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曾翠妍 3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曾憲淇 5C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黃玲 2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黃浚軒 3D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劉宛琪 2C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劉逸晴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練旼迪 1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鄧皓庭 2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賴可茵 3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薛宝琳 1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鍾意浩 2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譚家鈞 5C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譚渟 2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譚穎朗 2A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蘇敏婷 3B 嘉許獎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蘇錦城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王玲瓏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王晞妍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王詩晴 5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王穎婷 1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白凱欣 5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印心悅 1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何嘉怡 1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余培雯 4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吳志成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吳禮鼎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文豪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芷澄 5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俊輝 中四丁班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俏霖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晓雯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偉珊 5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凱蕎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嘉晴 1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慧烔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李穎嵐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家而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崇厚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林源麗 3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邱浩茵 5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邱凱琳 4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柯入丹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胡文雅 5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胡熹兒 4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唐穎欣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徐智鋒 3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馬可樂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張家怡 4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張浩澄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張國豪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張凱欣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張獻文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梁正文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梁琸嵎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梁澄霖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盛俊壹 S1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連心晞 5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郭恩望 5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郭琪萍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子維 5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天敏 4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日勤 5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沛文 4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芷瑩 中五甲班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俊傑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柏宇 2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珈諾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盈豐 中三丙班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海琪 2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偉濤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博琛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綺雲 5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禮軒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陳鎧彤 3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陸恩彤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麥靖霖 2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黄小菁 2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黄明偉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彭飛龍 1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曾皓暉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曾煦蓁 1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程嘉琪 2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馮志榮 1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汶晴 1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佩瑗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芷瑩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姝穎 4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姵甄 2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柏軒 2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家寶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晉彥 5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基源 3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翰林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黃麗瑜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楊之麟 2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楊惠瑛 1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楊逸 5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萬皓朗 5D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葉愷翎 1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劉沛榆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劉凱婷 2A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鄧潔瑩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鄭樂怡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盧恩妍 2B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鍾泳欣 3C 嘉許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鄺穎芝 1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王慧玲 2B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吳思慧 5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吳澤熙 2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李芸熙 2B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李凱淇 5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林彩雄 4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張焯姗 5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倩彤 3B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凱華 4B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麥紫晴 5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馮慧珊 3B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黃天藍 2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楊敏政 1A 嘉許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譚依晴 2D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王雨菲 2A34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子晴 1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林盈 2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梁慧嵐 2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陳煒豪 2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鄭淑媛 2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鍾穎欣 1A 嘉許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關沛翹 1A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方曉晴 1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朱軒慧 2D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何雅芝 2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吳宥憬 2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吳鉅 1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李佳欣 2D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洪凱瑜 3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胡紫晴 3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高雅妍 1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梁澤銓 2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陳洛筠 2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陳倚婷 1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麥金勝 1D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曾晴 2C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葉欣亭 2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廖雅雯 2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潘梓瑤 1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鄧朗斯 1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鍾麗鍶 2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簡亮晶 2B 嘉許獎
元朗公立中學 關穎潼 2B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李奇泓 2E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李怡冰 2E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林悕敏 2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梁芷蘊 2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連珮姗 3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楊凱嵐 2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葉潁茵 1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黎政浩 3M 嘉許獎
元朗商會中學 蕭海竣 1E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chow ho chung 1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王华宝 2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王豐典 3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伍嘉晞 3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伍漢賢 3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朱嘉盛 1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何啓怡 1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余慧妍 3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吳汶希 3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吳政汶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岑泓朗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李凱琳 2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李樂熙 1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周晉濼 1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周越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邱彩麗 1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陈泰裕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徐翊熙 3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區曉盈 3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張欣彤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張涴喻 1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梁樂瑤 3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陳芷晴 1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陳潤楠 3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彭麗尹 3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曾以軒 1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曾梓妮 5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黃俊傑 1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黃俊景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黃愈媛 3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黃靄盈 3D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楊益銘 1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鄒芷珊 4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廖文健 3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劉曉棋 5C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劉瀚陽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潘懷憲 5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鄧愷欣 2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鄭灝臻 2B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蕭子鈞 3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蕭佩瑶 4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蘇卓軒 4A 嘉許獎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蘇泳心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chauhoyu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Tang Pak Yeung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毛善汶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伍子盈 1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朱金城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何永昌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何光輝 6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何家進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何煒菁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何詩慧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佘綺雯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余琳靜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吳永浩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吳咏珊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吳婉琳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吳焯婷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吳綽燊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呂梓游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呂樂怡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呂曉晴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张天慧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子彬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小煥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俊旻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思瑩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逸昊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敬輝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嘉恩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嘉穎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李諾怡 6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周佳靜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周芷君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周嘉怡 4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周樂澄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招穎燕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林宣彤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林昱達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林智樂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林詩雅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邱㇠羚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邵嘉盈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陈丹怡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侯富天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紀柏宇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范卓航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范頌灝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范嘉汶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倫思齊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凌鋒 2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凌麗萍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容國焯 2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馬浩楠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區瑋恒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心然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伊嵐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雅喬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雯婷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嘉穎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張靜靈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司穎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洛菁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栢豪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雪熎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皓婷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梁嘉樂 4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莫嘉美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許皓爾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許嘉淇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許嘉琳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郭昀昊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郭朗彥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郭朗彦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文俊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俊晴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冠諺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姵妍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柏瑜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浩翔 2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康文 4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景成 6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敬文 4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德瑜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陳樂詩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陸果賢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黄灏堃 2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于健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凱琳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敬軒 6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楚安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慶灝 1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曾穎姿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温晉昇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游語杭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鄉樂彤 2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玉瑩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希敏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欣婷 4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泳甄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婉瑩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頌沂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頌然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靜文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黃翹盈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楊海城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楊曙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葉詠詩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葉霖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詹柏旻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鄒皓渝 3d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廖華駒 6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廖雯靜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彦琪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迪鴻 4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凱欣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鈺暉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澤寛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劉譽衡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潘苑寧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蔡佩恩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蔡欣琪 3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鄧芷彤 4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鄧采林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鄧振軒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鄧鈺婷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鄭詠之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黎哲澄 2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盧寶霖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賴棟凱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薛子賢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謝卓彥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謝家穎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鍾可晴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鄺美寶 1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羅曉晴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羅譽烽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譚梓軒 4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嚴心悦 2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嚴進文 3C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蘇芷葶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蘇胤禎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蘇祖賢 1B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蘇綺晴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鐘睿鈞 3A 嘉許獎
文理書院（九龍） 闞美僖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王卓禮 F1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余靖瑋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吳思翰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吳皓弘 F.3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呂盈禧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呂晉熙 3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李翎嘉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李逸軒 F2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李曉彤 5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周玥 3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周博賢 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季凱琳 F.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林巧恩 1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林希寶 1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祁健邦 F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洪景珩 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胡芷甄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孫天祿 F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袁嘉茵 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高海晴 2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張倩霖 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張進軒 F.2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曹凱程 F.1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梁昕庭 F.2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梁諾誼 3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陳彥臻 F.1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陳柏炘 F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陳梓鏸 F.1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陳皓婷 F.2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彭芷澄 F2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黃子朗 F.3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黃信樂 F.2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黃靖迦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鄒董釗 F.4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蔡凱晴 F.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鄧昊朗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鄧蒨珩 4D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鄧潔林 F.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鄭嘉瑜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鄭曉瑜 F.1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盧兆基 F.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蕭正皓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戴杏霖 3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鍾訢瀚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鍾曉晴 F2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韓子溢 1C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鄺宛喬 F.1B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魏凱玲 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譚沛瑤 F2E 嘉許獎
民生書院 關旨淳 F.1A 嘉許獎
民生書院 蘇千琳 F.1E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Wong Yeung Ting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XiaoWatTung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方奕信 ㇐甲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方舜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王天妍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王佩恩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王思雅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石馨然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伍慧雯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伍學芝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伍穎瑜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曲洪辰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江汶軒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子靖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宛俞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雨茹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喬銦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溍軒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何樂恒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利家其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依桐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亮之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思儒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珮霖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雪倩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凱藍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吳睿騏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岑凱晴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巫迪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孜鵬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柏霖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家欣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家僖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珮君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皓晴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澤雅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曜冲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李競軒 2D (30)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杜晉杰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汪子傑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阮銘灃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子宏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家俊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祖旭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詠欣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銘澤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周黌婷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幸芷攸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子容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子暉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汶珊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朗生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浚鈞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海晴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林寳妮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姚宇軒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施凱特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胡晉熙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胡婧瑩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胡凱彤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胡皓軒 l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倫析怡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徐永霖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徐梓茵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徐頌曦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郝詩佳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馬富珍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巧悠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廷超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欣怡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海寧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婉姿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敏熙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琛樺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雅寧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嘉慧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張蓉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梁愷琳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梁藝藍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符詠嵐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莊彩君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莫萃賢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許梓鴻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許博丞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許顥霖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子和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日東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月盈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巧妍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宇峰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卓宏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彥融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珍琪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浩僑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偉棋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御彰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晞汶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雪慧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貴升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愷悠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瑋瑜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蔚昕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陸謙柔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麥子瀅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麥琇婷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麥睿哲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彭曉琳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曾琬惠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湯詠璇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程璟熙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馮厚源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子恩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子淦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旻亮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俊銘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晉孚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偉韜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國榕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凱萳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進溢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楚茵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銘揚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穎欣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黃靜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楊宇熙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楊沛賢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楊卓瑤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楊曉溋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尚衡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楚淇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葉鵬靖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廖卓謙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廖栩渝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甄璟堯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齊家欣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劉子昊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劉浩宏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劉淑勻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劉曉悦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歐陽俊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歐陽綺澄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歐漢森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潘言语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潘凱晴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潘稚芸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蔡尚致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鄧旭光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可懷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弘毅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正怡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紫瑜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麗賢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鄭懿樂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黎心怡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黎韻柔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錢煜婷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謝承燁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謝恬熙 1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謝曉晴 1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謝穎暉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鍾瑋茵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鍾熙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鍾睿哲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韓承希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顏霈柔 2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羅家洋 1B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譚夕嵐 2A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譚星婷 2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譚清文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譚博 2c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關竹婷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關智文 1D 嘉許獎
伊利沙伯中學 蘇聿晴 2D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江俊軒 1A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周雅妮 3A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謝馨慧 2A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周婉怡 2A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許智謙 5B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陳綺瑩 2A 嘉許獎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劉鴻烯 4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孔奕蘊 3D16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方嘉文 3A0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毛嘉樂 2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朱柏行 2D12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何佳遙 3A10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吳旭銘 3A01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吳依萍 3C31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吳肇昕 3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呂詠瑤 1B20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呂靖鈞 1D20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李宇恒 2D2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李泳霖 2A1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李雪庭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李善雯 3D2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李曉雯 2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杜樂賢 3C26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卓希穎 2B32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周倩怡 1b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周頌媚 3C05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林智謙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林媼珊 1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林德麟 3D1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姚健偉 3D35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姚梓湄 2D3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胡本熙 1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胡俊漢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范天倫 2D1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容銘郎 1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馬慧霖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高梓謙 3D15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張梓翹 3C0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張詠麟 2D 0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張嘉意 2c05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張燊杰 2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梁志軒 2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梁彥浚 2C1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梁景鈞 3C1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梁衞明 3C1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郭穎欣 2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子熙 3D0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文雅 1C0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月瑤 2A02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志納 2C0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芷欣 1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彥欣 2D0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家淶 3D0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陳詩穎 1B02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陸志成 3B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彭曉康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曾喜善 1A22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程浚霖 1A0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馮棋業 2D16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黃泓键 3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黃泓樂 2D31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黃海軒 1A2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黃景雄 2B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源淑蔚 2D35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葉智恩 3D33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劉永豪 1D1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劉焯軒 1D18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蔣堤茵 3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蔣婷茵 3D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鄧詠怡 3B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鄧蔚妍 3C09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鄭智聰 2C0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黎耀駿 3b11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戴綺婷 1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謝沛聰 1A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鍾丁香 3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鍾卓冕 1C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鍾栢銓 3C0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鍾業君 3D1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譚泳邦 2D27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譚振軒 3B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譚愷昕 1C24 嘉許獎
佛教大雄中學 蘇煒婷 3B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王舒恒 1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王嘉傑 1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叶希彤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朱樂晴 1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何詠恩 1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何嘉茵 2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吳霖穎 1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李永樂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李鈺霜 2B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周穎勝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林芷珊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林堅濠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林鴻財 1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范兆良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袁啟迪 1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高啟翔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張浩林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張鉦靄 1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梁嘉軒 2B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莊淳淨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子滺 2B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悦晞 1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朗謙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靜怡 1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曾永婷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曾喜兒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温悠 1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黃澤恩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楊穎欣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葉汝佳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劉萬邦 1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潘綺穎 1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蕭瀚傑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繆紫佟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謝詩敏 1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鍾凱贏 2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鄺文權 2C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顔柏丞 1A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羅曉霖 2D 嘉許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關慈慧 1B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郭靜欣 4c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陳梓陽 4C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蔡銘軒 4D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鄭金潤 4D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闕國鋒 4D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顏楚明 4D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羅仙燕 4D 嘉許獎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譚栢希 4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方維 1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王怡斐 4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王俊堯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王祥辉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田皓宇 1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刘若菲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孙琳琳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朱子亮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朱曼瑜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许家雯 4c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何日喬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余麗娜 5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定成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奕晨 1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雅琳 1C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銥潼 5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鴻飛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吳耀鴻 2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志豪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坤灝 1C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珊妮 中㇐甲班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煌崴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嘉星 3B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車納言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林正羲 1C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林潪軒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陈思伊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施嘉铭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柯紫薰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胡曉嵐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韋凱君 2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翁鉻威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袁佳藝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區勇南 5B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張嘉樂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梁國瑞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許宏智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許城烽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陳凱雯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陳凱鱗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麥振星 3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黄文静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曾炳權 4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馮家豪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黃皓鉦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葉芷茵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劉澤喬 2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蔡莉莎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蔡瑜婧 3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鍾嘉敏 1D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蘇海晴 1A 嘉許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鐘寶艷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Aidan Lau 3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王譽晴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石曉悠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宋皚嵐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李芷晴 2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李彥欣 1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李浩軒(Thomas Tiger)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周嘉瑜 2A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房嘉晴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林伽熹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姚思宇 1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柳綺燁 1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翁浩然 1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馬羨澄 3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張詩銚 1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梁軒銘 1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梁雅雯 1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梁曉恩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章凱晴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許德泰 3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陳芷瑤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陳惠盈 3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陳詠琳 2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陳曦言 1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麥凱程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傅君浩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彭澤羲 1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馮詠嵐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黃慧喬 3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楊心睛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廖靖瑤 2C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劉晞烔 3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劉靖茹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鄭汶希 1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鄭晉民 3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鄭熹揚 2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黎嘉怡 3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盧浩然 3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謝艾煬 2D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簡銘希 1B 嘉許獎
沙田官立中學 鄺崨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Chan Kwan Yiu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Elsa Angelina Gaughan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Lam Wai Kit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LinTszKit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孔卓楠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尹思雅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文凱欣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方芍㺱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方曉琳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毛稼裕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心柔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卓妍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芷萱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思言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浩陽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湋邦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王慧琳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丘麒夆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冯心妍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古維鈞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甘恩喬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伍皓麟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伍樂悠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朱子熙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朱穎澄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朱諾晴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江可晴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江思樂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冬晴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芍瑩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卓凝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卓錡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泳希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英傑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家儀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晴兒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何雅瑤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余凱晴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余爾心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余謙佑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子穎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心妍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日天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紀宏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悦希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御萌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梓翹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焯軒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嘉鑫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銘謙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吳穎榕 5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呂展鴻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呂雅琪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呂榮晋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呂錦雯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岑祝福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岑愷晴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张颖欣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言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旻羲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玹旭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苑彤 4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家穎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悦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朗時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浚哲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浩睿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凱思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森妍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逸妍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煥芳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嘉恩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樂妍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李穎蓁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冼樂恆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悅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卓瑤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亮渝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映翹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若曦 4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晉逸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瑜晞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周熹廉 5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招曉妍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宇洋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家智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展熙 5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恩善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海晴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詩怡 5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蔚淇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曉彤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澤睿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錦浚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林靜依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邵靖琳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姚恩盈 4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姚樂維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施正皓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施明鈺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洪金嫺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韋海晴 5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香芷晅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唐君堯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唐峻熙 5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徐泳桐 5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徐淑銘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徐雪榿 4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扆恩捷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秦之昊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翁正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耿嘉禧 4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袁嘉希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馬凱琪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馬楊坤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馬嘉雯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高伊雯 4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區朗忻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文龍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宇恒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沛琳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芷瑩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海晴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國瓏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舒雅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張銘軒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子穎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世鈴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仲恩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希悠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祈樂 4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啟謙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皓然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程皓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翠怡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慧裕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樂怡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梁燿塱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莊曉楠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莫浚謙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許思睿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許浠宜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連朗珩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郭妍亭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郭芷慧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郭紫晴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郭愷敏 4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心語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巧研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君堯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妍杏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怡冰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欣彤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俊喬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思穎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恩晴 4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海盈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烙堄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郗汶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敏菁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琦琳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逸寧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葶恩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頌悠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慧盈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陳慶燁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陸衍傑 5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陸頌欣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陸嘉敏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陸睿曦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陸韻熹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麥心怡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麥珈瑜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麥凱童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麥景皓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黄子彤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黄梓悠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黄雅瑤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黄譓殷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彭于桐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曾倚靈 5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曾敏怡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曾紫盈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曾德鴻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曾慶灃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湯寶瑤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馮江啟酉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馮婧瑤 4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馮經博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子悅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小懿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丞軒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旨澄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卓熙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尚星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亮樺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俊文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彥童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珮玲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梓洋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梓珊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雪晴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惠琪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湘婷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皓怡 5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詠琋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鈺晴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翠渟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慧儀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樂兒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臻詠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黃禮熙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楊卓穎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楊朗妍 4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楊濼曦 S.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葉明東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葉熹霖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鄒証洭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廖柏宇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廖恩陶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廖梓琪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廖穎希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甄敏伶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趙浩程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趙莊澄 4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劉俊亨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劉恩霖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劉喜銅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劉曉朗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劉韻詩 5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歐焯楠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歐嘉寳 4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潘俊謙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潘曉樺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蔡諾文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談信言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鄧永希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鄧志傑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鄧柏洋 3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鄧曉琳 4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鄭希晴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鄭玥㼆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鄭凱宇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鄭嘉琳 5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鄭頴彤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子榆 3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芊曉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悅澄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振宇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朗晞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黎穎希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盧思穎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蕭晉軒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賴梓彬 1B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駱彥丰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駱昭延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戴又淳 1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戴家卿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謝力衡 5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謝依明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謝朗喬 1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謝紫澄 1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鍾昕璇 3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鍾雨烟 4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鍾翠盈 4C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顔郴瑜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子柔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希欣 4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法基 2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浚游 3A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海晴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梓蓁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雪靈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凱琳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雅文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羅筠晴 3D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譚仰媛 3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譚智城 21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關家祺 2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蘇文希 1E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蘇柏瑄 1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蘇柏羲 4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蘇朗宜 5F 嘉許獎
沙田崇真中學 龔諾恆 1C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白耀威 4A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江俊銘 2c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何泳琪 5A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郭淽柔 2A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陳智昭 5A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韓斯彬 5A 嘉許獎
明愛馬鞍山中學 蘇國濤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梁柏勤 中二丁 嘉許獎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陳悅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Cheung Ho suen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于莉淼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文泳欣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文泳誼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文尉霖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方嘉恩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王子蘭 5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王業鋒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甘佳露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白文勵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石浩朗 5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石嘉怡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任倩儀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伍銘軒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伍穎茵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吉家駿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庄敏怡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朱汉煊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朱海咏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朱普政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朱駱綺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江凱程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汶靖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沐欣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卓翹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芷欣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恭誼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晓志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婥瑩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敏慈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曉彤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何靜宜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佘卓盈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小杰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金美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晉碩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夢琦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穎嬌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呂可欣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兆昇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承朗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泳希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俊熹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倩彤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晞欣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梓穎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雪慧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銘淳 5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燊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韻欣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沈可嵐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沈盈 5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邢睿峰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來熙蕾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周芷昕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招敏芝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易詠茹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上曦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子謙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良曦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芷蔚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振榮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紫珊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曉婷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邵凱琦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金文睿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陈俊伟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侯盈禧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洪慧慈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子傑 5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杏兒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玳菱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祥興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睿雯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胡瓏騰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徐嘉儀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徐德允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涂栩志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袁子倫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袁天成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袁詠琳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馬可欣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馬思洛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馬浩森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馬浩翔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崔浩然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廷僖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栢銘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舒傑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靖雯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嘉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睿軒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翰詩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張顯樂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曹禕蕊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天欽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芷悠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逸童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雅曼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熙堯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耀熙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俊芳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殷言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敏怡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瑋賢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莊穎珊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莫藝霖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連麗瑶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郭梓儀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郭凱靖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子桐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泓貝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芷晴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俊均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冠霖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奕斌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奕瞳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姵瑩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映彤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茁銘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海蕙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婉宜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婉瑩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彩霖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晞睿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曼榕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淑瑩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雪雯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智宏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紫琪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榆婷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羨怡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慧怡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曉東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穎希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穎霖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寳鳳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陸錦雯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麥子榮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麥靖峰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黄梓修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彭俊賢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彭晓婷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景駿羲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佳怡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奕馨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家昊 ３Ｂ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啟明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睿倫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樂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曾靜兒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温梓琦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粟静儿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馮卓賢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馮焌濤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馮筠蒨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心悅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世宇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宇軒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昊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欣彤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泳蕎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柏皓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秋寧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海誠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海澄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梓欣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雪婷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凱祺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雅琦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詩晴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德龍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黃潤杰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子懿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卓廷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怡鴻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琳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嘉莉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楊樂樂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滑子豐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葉宛沂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董佩婷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詹斯婷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鄒子奇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廖心怡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廖穎琪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廖懿淳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翟孝華 4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令怡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南茜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家俊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海倫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嘉欣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熙媛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穎珊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樊蓉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歐忻恒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歐梓源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歐凱瑩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潘海瑤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蔡思鍇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蔡靜茹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衛綽妍 5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鄧卓盈 2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鄧珮盈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鄧雅蔓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鄧嘉泳 3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鄧鑽基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心怡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育之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怡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雨葇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美珠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嘉妍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鄭熙曈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盧茵茵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盧碧晴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盧穎琳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蕭心怡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蕭延燊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蕭赫慶 2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蕭穎枝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賴卓瑋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賴信文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賴樞暻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謝佳穎 1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簡啟軒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鄺晉羲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顔子越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魏可欣 2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魏栩詩 1E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魏樂詩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沛麒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家熹 4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梓聰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凱桐 1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綽敏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羅緻鎂 3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關心兒 1D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嚴匡琪 3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致丞 2C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婧娜 1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梓昀 2B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詠穎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曉晴 3A 嘉許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龔倩澄 3B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江樂銘 2S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林樂添 2H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張智樂 2S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郭浩霖 四文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郭凱睿 2H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陳昊陽 2H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陳善珩 五文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馮琬云 五文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楊浚槺 2s 嘉許獎
金文泰中學 歐栩洋 2s01 嘉許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王文宇 1B 嘉許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勞嘉偉 1B 嘉許獎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黃子穎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王天樂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王欣寧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王梓康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王嘉熙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王曉晴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朱家昊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宗銘 2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俊彥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姿玟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柏宇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虹艷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華輝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睿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何影雪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余璐穎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吳為㇐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吳善兒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呂以琳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卓朗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咏恩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河東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逸軒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雯稀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綽峰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李曉欣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杜汶朗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周梓朗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官浩楠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凤玲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君鋭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昇浩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詩怡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禎 5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林鳳玲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邵諾行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陈雅妍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陈赫鹏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俞煒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姚永洛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姚婧 2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徐雍博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高俊熙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張諾欣 5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梁旻洛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梁紫瑩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梁紫薇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梁嘉俊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梁諾茵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許展國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郭宏軒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郭芳宁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子韓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希兒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尚曦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昕怡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芯兒 5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芷穎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雨欣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洛華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凱進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隆基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樂心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曉兒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麥迅嘉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曾凱晴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曾晴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馮皓正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延鈞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思穎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梓聰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程譽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進彥 3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楠馨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溢駿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裕搴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樂兒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黃穎妍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楊思瑶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楊婉晴 2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楊紫瑤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楊震煇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廖志強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熊宇軒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翟妙莉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劉芷昕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劉晞桐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潘宇翹 3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潘穎賢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蔡君瑶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蔡智康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蔡瑋樂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子泰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松玲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芷婷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斯彤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溢謙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璟盈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鄭璟麟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黎家穎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盧卓翹 3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盧俊亨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戴詠喬 2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薛雨欣 3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薛煜翔 2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謝浚鎧 1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謝詠瑤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謝曉風 2a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鍾宇靜 5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鍾建輝 1C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羅凱鳴 1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羅曉穎 2D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譚凱蕎 1B 嘉許獎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關日桐 3B 嘉許獎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羅高豐 1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丁昕楠 4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成鎮豪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何卓峰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何詠瑶 5B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吳錦雯 4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李杰谦 5B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李淇 5B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周芷亦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韋嘉樺 4D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倫熾勤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袁正杰 5B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馬卓男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高旨羿 3A16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高儷臻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梁金津 2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陳子蕙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程樂芯 F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楊詠謙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劉芊彤 2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劉俊言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劉晉銘 4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劉偉俊 4B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潘韵姿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鄭雪欣 5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蕭秀冰 4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羅卓軒 4D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陳佳琪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陳嘉怡 3A 嘉許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黎俊詩 5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丁雯慧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文鈿慧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王浩澤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王啟樂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王嚴彬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古敏怡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古頌賢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白天澤 1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白嘉怡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石幸宜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石泳恩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伍鈞浩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朱珮嘉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朱穗曦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何子諾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何若瑋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何雅淇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吳紀慧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吳悦香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吳健君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吳健俊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宋家浚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李欣彤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李思盈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李詩琪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李詩潼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李穎堯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沙芮晴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冼旭倫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周淑敏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珀妤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若宇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恩婷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煦澄 1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嘉榕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林穎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邱晉霖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邱旖然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陈荷年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姚泳冲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施向政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紀卓希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紀凱耀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胡哲文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香楚彦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容㇐粲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徐珈瑜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徐展諾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徐偉傑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張文欣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張迎恩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張殷榣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梁佩瑜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梁恩彤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梁恩樂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梁恩翹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許恩爾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許詩韻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令韜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妍彤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俊孝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俊景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姸伶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美儀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家晞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曼榛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凱晴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凱瑩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惠心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熙函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潔瑤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穎澄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陳薪如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陸曉心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黄恩乔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黄惠珊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勞嘉麗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曾匡盈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曾靖喬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馮樂然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天妤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沛琳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舜謙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綺媚 2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黃曉菁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楊朗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葉海盈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葉梓彤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葉睿妍 1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廖尉兆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甄與行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蒙思靖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趙衍菁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劉令詩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劉詠兒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劉逸曦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劉熙堯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劉靜婷 2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歐陽丞俊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蔡旨昕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蔡佑南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鄧凱琪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鄭弘毅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鄭浚翹 1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鄭萃汶 1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黎奕濤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黎漢亮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蕭沛均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蕭祚言 1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謝詠鍶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羅梓恩 3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羅凱校 3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譚傑夫 1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譚靖妍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關澔庭 3A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嚴穎心 1B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蘇家晞 2C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蘇琬程 2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蘇詠妍 3D 嘉許獎
迦密柏雨中學 顧詠琪 3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尤諾兒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尹馨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文歆娛 3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王俊賢 2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王樂童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司徒文傑 3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石芷萱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成晉 2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何天慧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何好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何芷涵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何芷歆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吳沛靜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吳語致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吳樂軒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吳穎茹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吳耀揚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呂嘉銣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佳儀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晉傑 2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梓熙 3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李諾民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冼藝文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林丞軒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俞家謙 3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唐國鳳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馬海俊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張信希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張悅欣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張凱琪 1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張睿羚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梁家恩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梁浚彥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梁嘉晴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郭香玲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郭鈞傑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妙恩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佩瑩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泳芝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玟霖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壹偉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靖淇 1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嘉昕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陳曉渝 1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黄依晴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彭愷栢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彭敬言 2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彭穎瑤 2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馮婧姼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黃梓維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黃焯烽 3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黃雅文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黃頌衡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楊健衡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葉子榤 1C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葉凱鈴 1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葉灝霖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廖梓博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趙政昊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劉思慧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劉珮瑜 3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劉健斌 3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劉夢桐 3D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潘繪竹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蔡覺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鄭子浩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謝以筠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謝蕊琳 3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羅紫瑩 2B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關樂恩 2A 嘉許獎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龔樂恩 1A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利凱晴 3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李嘉怡 4D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周敏聰 2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夏壁焮 3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馬愷遠 3A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張仲樑 2A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陳小紅 3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陳珏璋 2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陳若茜 3D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黄祺欣 2A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蔡卓霖 3D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鄧寶茂 3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譚超鵬 2C 嘉許獎
迦密愛禮信中學 蘇熙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丁雋熙 1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丁曜恒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尹思哲 1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文嘉晞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世佳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浚睿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海博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梓聰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鈺雯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丘雅如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伍家徽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庄芷琳 2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朱愷之 5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何詠姍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吳欣霖 3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吳鍩怡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巫嘉騏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子聰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再豪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旻禧 3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浚樂 3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善淇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嘉傑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阮俊哲 4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子寧 3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尚諺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泓傑 2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珈宇 4E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家榮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智羚 2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慧圻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林曉嫻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金妍 1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姚珼珊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施洛斐 2E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施珍鈺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施嘉怡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施熹曼 1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洪胤傑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洪祖成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翁子軒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翁家澍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高永霖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張天雅 4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張宇熙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張沛樺 3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張興林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梁綺恆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符賢明 3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符歡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粘德誠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莊丹柔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莊君妍 2E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莊念駿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莊嘉霖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郭梓悦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卓珈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朗然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珮昕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智豪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嘉淇 3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叡延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寶盈 3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麥詠恩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黄樂傑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曾梓楓 2E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曾誌煒 2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程珈珝 1C 19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程嘉怡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馮靖熙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馮樂希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兆鵬 3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卓兒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浩銘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祖培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健凱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黃楚儀 3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楊卓穎 3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葉翠盈 4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鄒銘恩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鄔澤熙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甄可風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樊鴻晉 2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潘智雨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蔡星怡 1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蔡逸晞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鄭詠思 2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賴子建 1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應倩文 2C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鍾振鴻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鍾新妍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聶卓鵬 3B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顏之玥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顏鴻滔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羅國章 1D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譚子謙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嚴凱琳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龔泓叡 1A 嘉許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龔智豪 1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朱穎庭 8 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何子睿 7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周芷穎 7B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明沂 7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海晴 8C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溢浠 9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林穎彤 9D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徐雪僮 7B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張鈞朝 9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梁若晞 7B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許明祐 7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心瑤 7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可程 8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陸曉妍 9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劉汶慈 9E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賴沅和 7A 嘉許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羅琛意 9E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wong ching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尤詩湲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希晴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卓琪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昕濤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凱晴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凱琪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曉怡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王韻淇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甘鎧霖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田悦芯 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伍芓萓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伍芯儀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伍楚渝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伍學欣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朱子穎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朱芷潁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佑希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敏婷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善琳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舒詠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何樂琳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余靖嵐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吳卓鈴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吳迦怡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吳梓悦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吳愷桐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吳嘉欣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心媛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貝兒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宛霖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宝慧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柏怡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恩彤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豈爾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凱晴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李焯蕎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杜心悅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杜宛燃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沙穎恩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周卓宜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周宛瑩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周昕蕾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官文晞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巧翹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忻儀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洛希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恩希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晴怡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詠恩 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嘉瑩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林澄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邵穎詩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姚樂希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姚學慧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施雅琳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柯詠恩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柳詩琳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洪珮晴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胡卓殷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英凱婷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唐善妍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夏悅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孫潤鈿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袁安晴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袁晞穎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高梓甄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高逸葵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高漫希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區文希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區倬瑜 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區愷仍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心和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芷晴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倚萁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倩怡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晞晴 3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嘉琪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張曉昕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子怡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心弦 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彥喬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珈瑜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海晴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皓寧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瑋琪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梁曉晴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梅灼華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梅卓悠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畢心柔 F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莫卓祈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許珈榕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郭文萱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郭敬言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子柔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子翹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安琳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佳昕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泳蕎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悅鏵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婥瑜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晰然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詠晞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靖瑤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嘉禧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陳慧兒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麥心怡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勞梓晴 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曾希堯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游焯珊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舒曉情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馮思言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杏瑜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婷鈺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逸婷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靖曈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睿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曉晴 S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穎彤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黃懷笙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楊藹瑩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葉沛澄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葉欣彤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葉欣樂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葉懿潁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雷可呈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趙才寶兒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趙嫣晴 S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劉亦菲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劉芷苗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劉雪瑩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劉樂蔓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劉懿庭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潘倬琳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蔡瑞恩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鄧凱瑤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鄧焯而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鄧瑋之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鄭子琪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鄭康楠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黎玥澄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黎飛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盧心穎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薛萱兒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謝凱晴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謝雅文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謝懿晴 S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鍾沁寧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鄺家葆 S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羅培穎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羅梓文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譚琬凝 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關淑鈴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關銘恩 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蘇允堤 S1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蘇巧晴 2B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蘇恩霖 S1D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蘇婧嘉 S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中學 蘇璟彤 S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孔垂慈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方芷欣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申宜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朱穎瑤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何栩昕 4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何詠儀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佘錦欣 5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吳綽瑤 4B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吳慧淇 3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吳樂謠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天恩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芷鎣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峰恩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嘉芸 2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李慧珊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杜雯慧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阮淑晶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周梓婷 5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心怡 4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心儀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彥如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惠燃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嘉怡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林樾淳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姜詠恩 4B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范倩霞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韋佩旻 5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孫麗英 4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徐芷晴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徐嘉寶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馬穗瑩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高小瑜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張文靜 4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張瑞清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張嘉琳 4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張樂怡 4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梁敏希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梁榕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梁靜文 3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郭焯嵐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郭銘娜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郭曉婷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佩貞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美枝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凱桐 4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雯櫻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愛瑤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綽瑜 3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慧盈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樂瑜 5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陳曉陽 4B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陸子晴 5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麥梓澄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曾芷晴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曾綺琳 4E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曾寶儀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温家怡 3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馮詠嵐 1B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馮翠瑩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馮麗蒨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沛希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泳悠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洛瑤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愛琳 1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潔華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黃璟瑜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源曉麗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褚嘉慧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趙穎彤 5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劉芊妤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劉善怡 4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劉樂婷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樊欣悅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蔡芷婷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蔡靜怡 2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鄧詠雯 4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鄧睿雪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黎愷蕎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蕭欣靖 2A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蕭曉晴 5D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鍾靖霆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蘇紫穎 3c 嘉許獎
香港真光書院 蘇嘉文 5c 嘉許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李梓琳 4Love 嘉許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李靖陶 2L 嘉許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陳紫晴 1Love 嘉許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黃樂瑜 4 Faith 嘉許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鄧暐迅 4F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王婧怡 1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王燕婷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何孝慈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何嘉慧 1D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吳悦曦 6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李琛弦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杜雪影 4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林嘉麒 林嘉麒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林耀彬 4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陈天颐 4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陈俊淇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陈俊熙 2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姚心然 1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洪芷妍 2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馬凱悅 1C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張幸舒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張智賢 4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許淑儀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陳佳麗 2C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黄绮琳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傅譊月 1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葉俊駒 6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廖可權 6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廖紫珊 6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劉皓芸 4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劉嘉俊 2b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蔡東儀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譚穎彤 5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關鈺瑩 2A 嘉許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關德雄 4c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李錫杭 DS5E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區在林 DS4E01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陳俊匡 DS4Y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陳煦齡 DS4E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黃伊彤 DS4E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鄭家瑩 DS4E 嘉許獎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嚴君諾 DS5T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何安心 3D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李穎茵 3D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徐倩婷 2C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馬卓希 5B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高欣怡 2C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張芸曦 4C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敖梓軒 2c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美怡 1D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黃敬軒 3D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溫晞程 3D 嘉許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劉奕琳 3C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王印權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王瑩淇 2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何賢政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吳嘉灏 1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李思雨 1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阮茵宜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房海怡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林靖雅 1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邱愷峰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袁嘉煒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區碧霞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張家浚 2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梁俊豪 1C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陳易 1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陳莹妮 2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陳錦珍 1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植筱臻 3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湯振軒 2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黃逸天 3c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黃曉揚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楊浩添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劉子謙 1D20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劉澤軒 2A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蔡少桓 2C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鄧香琴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鍾柏曦 1B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鍾嘉健 3D 嘉許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簡詠欣 3D 嘉許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陳金喜 1B 嘉許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黃晉其 1D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司徒羡美 1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任盈樂 S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庄超雄 S1N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朱欣盈 S2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朱穎珊 S3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江智康 S2LS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何芷僮 1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余明珠 1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吳天欣 S2I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吳卓穎 S1N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吳起翀 S2M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呂思燕 2LS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李永俊 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沈嘉慧 S3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林玟錡 S2H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邱啟迪 s3ct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洪晉霆 S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祝依藍 1LP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莫安喬 3CT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莫芷瑩 S2I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以琳 S1T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立衡 S2H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思晴 S1N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思德 s1t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特特 S2H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梓涵 S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陳楚盈 S3CH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陸子淇 S2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曾慶韜 S1T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程必熹 S3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黃梓橋 1T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楊子瑩 S1NW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楊冠聰 S3LT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楊睿鵬 S3LT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廖雅雯 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劉宇軒 S1LY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劉嘉樂 S3CT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鄭舒琳 S3CH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霍有為 S2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謝宇陽 2LS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謝菀筒 S3CL 嘉許獎
粉嶺救恩書院 鍾穎汶 S2IL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王涎鑄 1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何海瑜 2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李宏恩 1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李怡澄 2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李墡然 3c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林子彬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陈冀野 2C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洪子晴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紀天恒 2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孫嘉雯 1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袁凯莹 2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袁俊賢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張浩東 3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梁慧怡 3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陳天恩 1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陳苑盈 3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陳梓謙 1A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陳瑜林 1C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黃秋憶 1c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鄒寶儀 3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廖傲楠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翟宛淇 1D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趙慧娜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劉俊偉 3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蔡啟嵐 1E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蔡梓樺 1d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鄧德榮 1D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謝昊洋 2c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魏子欣 2B 嘉許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羅雅文 2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兮遠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胤铎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培旭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凱旋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雅誼 4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熙然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王曉彤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伍希鈺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汤言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许素宁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吳若希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吴隽 4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吴琪琪 5A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张柏涛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李芍霖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李尚原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杨俊瀚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林才圣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林曉培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姜霏梵 5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施嘉瑜 5C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洪琪翔 4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胡錦凡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骆力豪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孫繼賢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張光泰 5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張柏濤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許晴儀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許嘉榮 4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郭安东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陳亭蓉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陳俊彥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陳開元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黄靖雯 3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曾梓欣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馮磊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黃雪盈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黃曉朗 1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楊若晨 3B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葉熙進 2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廖梓朝 1D 嘉許獎
培僑中學 劉曦遠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黎进铨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賴彥彤 3c 嘉許獎
培僑中學 戴宗霖 5c 嘉許獎
培僑中學 鍾麥琪 3A 嘉許獎
培僑中學 蘇奕誓 5A 嘉許獎
基督書院 Chan To Mang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朱浩宏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吳亮儀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吳美晴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吳雅彤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吳嘉楠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李小梅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李冠佑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李煒玲 中三級D班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周樂文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林泊延 2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范棨軒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翁以方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高樟萍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區迦悅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張子敏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陳子健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陳潔瑜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陳歷信 1B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曾靖熹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曾樂欣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馮嘉妮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馮嘉鋒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黃子傑 3A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楊凱添 2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楊紫萱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楊詩寧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谭可宜 2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趙鍶悅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劉芊昕 3B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鄧浩然 5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黎㇐禪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黎子謙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黎姿彤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盧星宇 1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謝玉虹 3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謝銳汶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顏兆勤 1C 嘉許獎
基督書院 羅偉賢 3D 嘉許獎
基督書院 羅澤軒 3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丁僖晴 1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王家馨 F.2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江心怡 3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何卓瑋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何曉晴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李心怡 5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李春陞 1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李恩寧 3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李康琳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李曉盈 1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杜嘉欣 4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周絲琪 2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林卓欣 6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林鈞浩 1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林蔚翹 ㇐丙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林穎峰 2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邱張焮 2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施振楠 2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洪鍬桐 6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胡凱恒 2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馬健銘 5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常雅琪 4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張可欣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張沛鈞 1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梁欣 3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梁爾巽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許嘉琳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妙琪 4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恩樂 1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浩政 3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梓彤 3D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彭鎵盈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黃詠詩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黃德源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黃翹峻 2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楊逸軒 6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楊綽蕘 1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楊瑩瑩 5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楊顯風 5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葉思穎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劉振宇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歐錦欣 5A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潘偉熙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蔡東駱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黎鈞維 1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黎曉桐 2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盧泓叡 男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盧婉盈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錢依琪 3B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謝展灝 3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羅慧賢 2C 嘉許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譚諾瑤 3C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余雅斯 1A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宋恩朗 1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李芷晴 2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李洛言 1C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徐熙嬅 1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符啟誠 1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馮睿朗 1C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楊勰馨 2C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葉家旋 2C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鄭宇晴 2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盧梓晴 3D 嘉許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謝慧恩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王雯雯 2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王瑞莃 3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王嘉城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古梓麒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甘泓羲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吉祥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何芯齡 1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何瑞嵐 4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吳佰陶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有嬋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沁桐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昀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映霖 三甲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鈺茵 3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嘉濠 3414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李錚漢 2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周豊浩 1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林思欣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林祚衡 4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胡守豐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韋舒晴 3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唐洛瑤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馬錦權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張㇐言 3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張雯琪 3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張嘉洛 1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敖皓然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梁淑柔 3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梁符琦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許永軒 2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許斯穎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郭詩妮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陳有康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陳家俊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陳嘉軒 1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陳嘉順 2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陳曦韻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彭家麟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曾紫晴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馮沅君 四甲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馮冠樺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黃泳芝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黃梓熹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黃慧翹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楊茵鈴 1D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葉文熙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葉泳希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葉姿欣 4321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葉穎茵 3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廖達為 2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劉思進 2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蔡詩颖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黎卓琳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謝正傑 3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鍾佳欣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鍾肇洋 1207 嘉許獎
創知中學 魏韻揚 3B 嘉許獎
創知中學 譚嘉諾 1A 嘉許獎
創知中學 嚴心愉 2c 嘉許獎
創知中學 洪家铭 2C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丁圳鋼 1D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方俊祺 2D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何映均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吳心喻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吳逡霖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冼玉珊 1C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林嘉玟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林遨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陆凯航 2D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侯曉斯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姚以莉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容健文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钱欣彤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梁政欣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陳沛晴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曾紹儀 1C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黃曦樂 1D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葉慧聰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鄔嘉豪 1A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鄧卓峰 1C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鄭穎軒 1d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謝韶謙 1B 嘉許獎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鍾昊東 1B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文偉鋒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王俊智 1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伍浩峯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朱惠榆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余家俊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李立榮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周文亮 2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周嘉穎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庞梓欣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林卓峰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林芷馨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唐佳慧 2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唐秋琪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唐惠珊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唐紫雲 1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徐思晴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翁伟坤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袁庆赟 1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馬曉婷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區子朗 1C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崔峻鳴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張狄詩 3D 02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張睿淳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梁浩薰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梁嘉瑜 1D08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梁穎儀 2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章依曼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許恩琦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陳銀麗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陳麗穎 3A 01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陳鑄鵬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勞茹菲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韩丽思 3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黃誠彬 2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廖梓基 1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劉凱元 3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潘伟业 2D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蔡佳寶 1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鍾雪盈 2A 嘉許獎
棉紡會中學 龐仲賢 2A 嘉許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林凱法 S1ST 嘉許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黃樂 S1ST 嘉許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藍雅懿 S2BT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張可炘 5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Ko oi suen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尹苑盈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文禹衡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文樂晴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王紫宸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王嘉彗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王潔盈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石樂瑤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何俊賢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何思瑩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何穎欣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余詠欣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彥樂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海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詠欣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詠渢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李穎晞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周晉輝 1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周睿瑨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周德睿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周靜賢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文希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文巽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旭晴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芝婷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詠芝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澤謙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林耀升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姜泓諾 F.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洪芷晴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胡筱晴 3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袁卓晞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馬逸然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強柏熹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梁宇彤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梁愷桐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莊苡炘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郭健宜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友倫 3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宇飛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俊希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梓傑 1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詠茹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陳樂桐 2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黄巧澄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潼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衍晉 1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浩廷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湘堯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楊茜貽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楊維廉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潘恩華 1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蔡欣希 2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鄧子謙 1C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賴希妍 2A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謝朗生 1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鍾希悦 2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鍾希桃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鍾卓穎 3B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瞿詠詩 1D 嘉許獎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簡佩兒 2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文子瑋 2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伍知樂 1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李浩藍 1D 嘉許獎
匯知中學 林昕樺 2D 嘉許獎
匯知中學 袁穎恩 2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張海晴 1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梁思朗 1D 嘉許獎
匯知中學 梁詩敏 2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陳樂言 1E 嘉許獎
匯知中學 彭仲弘 2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黃哲 1E 嘉許獎
匯知中學 劉卓恩 1B 嘉許獎
匯知中學 鄭嘉鋒 2A 嘉許獎
匯知中學 盧欣楠 1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文學禮 3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甘家安 1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何家傑 1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吳天潤 三年b班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岑钰林 4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李骁洋 5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李梓清 3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周咏祺 4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周钰婷 3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林上鈺 5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林子湲 1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林齊煌 3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陈安妍 5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陈铭锋 3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陈嘉和 5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苏尧舜 3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高志鴻 3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高揚豐 5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張荃荃 4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張梅玲 3A03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張莉淇 2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梁安童 3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梁敏怡 4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陳凘錡 2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楊文東 3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楊梓駒 5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蒙梅杏 4C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歐陽素賢 3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鄭子皓 1A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鍾玉 3B 嘉許獎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譚昊 3C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wantszpok 3D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江靖軒 3C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何瑩穎 3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杜綺婷 2D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林尉禎 3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林皓峯 3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林慧 1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胡鉻澄 3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張淦峰 2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張穎欣 3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許琬琰 3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陳芷詠 3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陳梓蕎 2D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陳詩諾 3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陳鴻發 2A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黃海仙 26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黃晞文 1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黃紹緯 1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黃寶恩 2C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葉庭熙 3C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葉靜妍 2D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鄧潤嵐 2B 嘉許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賴穎源 3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方星怡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方柏徒 2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方贊堯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王天啟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古栢琛 1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江逸鋒 2E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余卓謙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呂汯叡 3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李承羲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周浚鴻 2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周浩義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林思堯 3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林昶騫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柯俊言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洪東權 2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胡鈞然 1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孫浚騏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徐穎朗 1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袁浚滔 1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區坤成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梁譯文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莊銘洋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郭子滔 1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郭皓謙 2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郭曉峰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陳仕安 1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陳樂衡 1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陳灝才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陳灝飛 S1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陸偉丞 3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麥子城 3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黄晙楠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彭子睿 1D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黃㬢雲 2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雷竣傑 3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劉宇俊 3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劉璟熙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潘卓文 3C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蔡必烈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蔡浩賢 2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鄧銘翔 1A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鄭卓彥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鄭英傑 F.3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戴卓喬 1B 嘉許獎
慈幼英文學校 關匡廷 3C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江愛嵐 4C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何潤妍 4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吳宛樺 2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吳敏慧 2B03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李思昊 2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李國豪 5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沈頌歡 2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辛建萱 3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林嘉麗 4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張家鑫 3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張晨祾 4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張喻 2B10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張湛謙 3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張嘉茹 4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陳有旭 3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曾煬 3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馮智傑 5E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黃泊銘 3c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黃焯楠 2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黃潔儀 3B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葉柏喬 2A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鄧鉉楓 4B28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戴欣然 2A02 嘉許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 簡智欣 5B03 嘉許獎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鄭智敏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Fok Leong Yu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文展鋒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王俊威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白璟泰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伍自強 3C27 嘉許獎
聖言中學 伍英溥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伍朗晴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朱智業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江貴浩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何俊熹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余子鏗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子健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家寶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梓熙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瑞燁 3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嘉峰 4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吳嘉鑫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呂卓峻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以恒 3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卓熙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宗鍵 1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彦鋒 1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科廷 1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家良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淨豪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嘉銘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穎卓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李鴻哲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杜睿熙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冼文軒 3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周柏希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周樂賢 3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天佑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卓曦 4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林 三戊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俊熙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冠亨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善恆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林瀚宇 1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邱俊熙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姚國尹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洪輝瀚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紀泰然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胡卓希 2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胡俊發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胡梓浚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夏偉淘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容灝燊 3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徐子勤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徐緯洛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張宗基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張諾熙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念恩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晉晞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國鏵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焌韜 4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曉軒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梁鍵邦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莊柏熙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莊煒燁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許運 4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許灝軒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連灝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郭正楠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郭鎵葦 5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君南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志勤 4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延生 中二丙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信希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勇芬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陳漢戈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曾卓軒 2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曾煒軒 3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曾福埜 1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湯景嵐 4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馮朗研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馮學駿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黃子鋒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黃永棋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黃政翀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黃晉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楊兆添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楊壹諾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楊智勤 2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葉昭言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劉 嘉峻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劉任文 3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劉俊宇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劉梓星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歐陽世滙 3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鄧梓濠 1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鄧勝東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鄧雋霖 1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鄭子皆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鄭之洋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黎子謙 1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黎志星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黎厚然 3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黎璟進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盧旭豪 2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蕭亦翔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薛乃祥 2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謝偉迪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鄺文韜 2E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魏梓昊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羅展鵬 3D 嘉許獎
聖言中學 羅樂謙 5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譚子浩 3C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譚浩傑 2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關超文 1B 嘉許獎
聖言中學 嚴可敬 5A 嘉許獎
聖言中學 蘇樂恆 2c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Wong chi shan 5a25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邓嘉慧 4D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何心悅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吳漫琪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岑澤華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李奕鋒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李婕妤 5D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杜漪晴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邱詩涵 5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姚欣熙 5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徐璧翎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梁詠嫻 4c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陳材森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曾芷瑤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黃嘉俊 5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溫昕悅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萬清鑫 4B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鄔佰霖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劉若琳 4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劉浩榮 4AA 嘉許獎
聖芳濟各書院 鍾智源 5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Fu Yin Nok Jason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Tsang Sin Hang Clint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Wu XiePei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方嘉偉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王俊彥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王康華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朱正希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何俊逸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何彥明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余建成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余梓聰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余學明 ㇐甲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吳冠辰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岑尚羲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文弘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日朗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俊希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俊希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衍宗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夏津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崇謙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頌天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李嘉浚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卓嘉越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周汶達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周創興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周靖 1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孜燁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致遠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家灝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崇禮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裕恒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林達盈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陈致乐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施凱鏵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查浚朗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胡栩焯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胡翰哲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胡錦森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范文熙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范立衡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倫蒨暉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原振洋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徐霈恒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秦漢斌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區倬源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張玿瑜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張軒爾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張景嵐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張皓程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張竣然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曹洪彰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偉健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國麟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智傑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智銘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皓程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皓程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梁樂天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莫聆風 3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莫曉朗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許洛銘 4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許駿恒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郭俊熙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郭鎧浚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子峰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永澤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宇軒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百釗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恆輝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梓峰 1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陳駿彥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麥景淘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黄彥樺 2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黄敬言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彭詠佳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彭靖中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曾國軒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覃志傑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馮所鑌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馮梓軒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馮進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信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峯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卓謙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俊傑 1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星涵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柏晴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朗熹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浩晉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智權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焯鴻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琮煒 1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榮樂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黃維謙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楊浩天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楊焯熹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廖天朗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翟子羲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谭祥明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劉泇宏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劉晉熙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劉浩琰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劉禮斌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歐陽本立 2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潘浩賢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潘顥仁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蔡永華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蔡卓文 3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蔡卓熹 3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蔡尚志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蔡柏浩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鄧傲天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鄧誠智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鄧樂天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鄭宇深 3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鄭家熙 1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鄭梓洋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黎浩沺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黎健威 3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黎進廷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盧言哲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盧柏儒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盧進彥 1C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霍奕宏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鍾佩羲 2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鍾浩軒 3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譚正新 2E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譚永灝 3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譚宇琛 1D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嚴淳㇐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嚴敬晞 2B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蘇少偉 1A 嘉許獎
聖芳濟書院 蘇榮爍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Harvey Tang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Javin Lee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Kan Pok Man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Lam Tai Yin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Lau Cheuk Hang F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Lau Chi Hang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Wong Ho Lam F.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Yeung Cheuk Hin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Yeung Pai Hei F.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Yip Tsz Ho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丁煒聰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么柏然 4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孔令弦 F.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尹子傑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方信熹 F.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方略 ㇐㇠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巧健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永平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奕榆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柏添 F.5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柏衡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浩鋒 F.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敦傑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雋熙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王諾軒 1A ㇐甲班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丘希朗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司徒弘傑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左雲起 F.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甘晋燊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石智充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伍浚豪 F2 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伍緯恒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朱寶昇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正軒 5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宏信 F.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希延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承憲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思靖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柏臻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晉霆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澤偕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鎧洋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何懿恆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余俊延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余啓溍 1A (33)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余謙明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冷昊天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沛融 F.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卓謙 4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家翹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逸羲 4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嘉齊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榮彰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吳豪峰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吴柏君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呂樂謙 F.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宋景堯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岑易聰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艾碩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沐澤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卓行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卓謙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明度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明軒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俊希 F.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冠鋒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晉豐 F.1E 14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焯堯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詠曦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穎言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李諾言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杜子俊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杨洛骅 Form 3 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汪于宸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沈焯然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肖冠澤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冼弘晉 F.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卓錦謙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卓軒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建恆 F.5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迪軒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晉其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晉謙 5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偉晴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啟晞 F.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梓熙 F.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凱亮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頌恩 F.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周翰顥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子淵 F.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羽軒 4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君曜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昊彥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明朗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朗然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林晞樂 F.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邱國瑋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邵振輝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姚頌謙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姚嘉偉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栁子灃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洪立言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洪鈞岳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洪祺酆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紀嘉駿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胡皓霖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胡軼嵐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胡曉哲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范笑朧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韋竣耀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倫睿哲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唐立文 中三丁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唐劭衡 F.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唐碩元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徐祖誠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徐瑋霖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徐嘉晉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翁樂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袁天朗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袁逸禛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郜俊宇 F.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馬信毅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馬綽謙 F.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康栢熙 F.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東霖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家寶 F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晉熙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善濤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奧朗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嘉堯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張肇宏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天懷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永恒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佇鳴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君諾 4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政晞 F. 5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晉僑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栢僑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格林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雋林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榮㇐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綽峯 318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銘熹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德維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梁閲晣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符國斌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莊昊朗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莊振熙 F.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莊竣傑 F.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莫進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許中澤 F.4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許文杰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許焯祺 F.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許登豪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許敬邦 F.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郭本立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郭忠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郭昉叡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日牽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正煒 F.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希誦 F.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汯廸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冠謙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彥翔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政霖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柏均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柏陶 4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津楊 F.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朗楓 F.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朗鋒 F.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浩鋒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崇朗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梓燊 F.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章正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凱進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景陽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焯翹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皓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雋穎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雋諾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熹愉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穎希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陳諾谦 5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麥知行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麥偉諾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彭彥臻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彭彥騏 F.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彭朗軒 F.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彭善匡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曾卓衡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曾柏羲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馮正彥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馮衍瑜 F.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馮傲揚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千峰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子泓 F.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子謙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天朗 F.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弘燁 F.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劭軒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柏朗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朗軒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健安 F.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健朗 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凱逸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景輝 F.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智軒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樂軒 F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樂然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澤琛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寶鋒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黃耀德 F.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楊子進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楊承熹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楊非池 F.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楊柏嶠 F.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楊焯稀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溫梓榮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葉學聰 F.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葉澤豪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葉瀚生 F.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董宥生 F.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詹晉傑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路潤博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雷皓正 F.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廖子豐 F.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廖天鋭 Form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廖康博 F.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熊卓謙 F.5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趙俊曦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齊韜森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力衡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大偉 F.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子熙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立恩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宇軒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昊彥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泮驊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知行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俊謙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冠宏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祉僖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韋邦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展滔 1B 11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惺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皓朗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諭澄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劉鴻志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歐陽俊軒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歐陽鎰禧 F.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潘昊祥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潘衍儒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潘業昇 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潘頌熹 ㇐㇠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練振國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佩峰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承謙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泓昊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祖謙 F.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崇熹 F.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蔡嘉康 F.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蔣博遠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衛柏熹 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日朗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兆鋒 F.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承祐 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智諾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璟朗 F.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鄧駿立 F.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思銘 F. 2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珀熙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悦朗 F.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泰軒 F.2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資 F. 1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鄭曣載 F.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黎明瓚 1F 14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黎晉言 F.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盧家熙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盧智謙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賴舜暉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賴舜銘 F.1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戴知行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戴嘉倫 2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謝朗希 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謝雅樂 2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謝嘉譽 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鍾典熹 F.3B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鍾彦朗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鍾哲 2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鍾賦毅 2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聶善衡 F.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鄺校賢 5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魏瀚軒 F.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羅振庭 F.3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羅敬然 3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羅樂熙 1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譚文韜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譚政民 3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譚浩軒 3C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譚浩鋒 1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關丞謙 5D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關諾賢 Form 1A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嚴梓鋒 F.3F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蘇顯陶 F.1E 嘉許獎
聖保羅書院 顧栢軒 1D 嘉許獎
聖貞德中學 张小岚 1ch 嘉許獎
聖貞德中學 馮凱莉 女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丁明瑜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文曉桐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方穎童 1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王正贏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王芷晴 3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王嘉慧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王懿 2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司徒燁霖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白晴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石詩韻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伍思穎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成嘉慧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朱芷瑤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朱瑩采 1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江寶欣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池敏婷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兆雅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在偲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欣禧 3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思穎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洛兒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何詠詩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余柏瑤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可欣 3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沁頤 2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依霖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卓盈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卓榆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泳誼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昭儀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紀妍 3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凱言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凱欣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吳雅琳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呂茵茵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巫欣桐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安格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宜霖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芷欣 3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芷晴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映葶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珈希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若彤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海晴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茜桐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敏瑄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敏嘉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梓澄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晴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夢晞 3 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曉穎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李霨怡 1 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沙曉 3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冼曉姸 3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卓潁桐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子榆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之瑩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安雯 3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卓嵐 3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凱旻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頌恩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樂欣 2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穎欣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心悦 2 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紓雯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培欣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善美 2M (2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琬霏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雯希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熙媛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林穎嵐 3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邱詠詩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邱皚瑤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金玥呈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陈慧珊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侯若渝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姚靖嵐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施佳宜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施采瑤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施春嘉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施樂怡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柯榆雯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胡琛祈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韋思源 3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倪琬姿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凌家雯 1 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凌淼芊 3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夏樂怡 1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秦子晴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袁嘉晴 1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高芷瑩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高靖茵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高穎珊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區芷婷 3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子珊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淳恩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婷婷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棋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詩晴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嘉倩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慧婷 2 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張藝融 2 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希源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貝晴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卓姿 3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芷晴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敏兒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菀芝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詠童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意 2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愫妍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穎怡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靜彤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梁寶儀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莊采穎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莫凱蕎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伊伶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旭晴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希雯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芷螢 3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許詠茵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郭婉晴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沛欣 3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見微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佩琳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依晴 2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宛琛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芷琳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奕婷 3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思琪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祉妤 2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美燁 2 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栢瑜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海怡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婥琳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雪樺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傲渝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楚嵐 3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翠珊 2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慧英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樂兒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樂真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樂潼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曉誼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曉穎 3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穎妍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陳麗盈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陸泳彤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陸清華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麥佩盈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麥倬曦 2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麥嘉穎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黄恩童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曾子晴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曾家雯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曾慶莹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曾樂兒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程沛芝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芷瑩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思喆 1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梓瑶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程程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綽琳 2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馮馨儀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巧兒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安喬 3 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希汶 2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貝兒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姓佚名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映喬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凱琳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紫嫣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雅雯 3 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睿希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樂瑤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黃穎怡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家詠 2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紫珊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銘恩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㯋姿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諭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礎鴻 2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楊麗清 3 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溫鈺瑩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葉欣怡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葉泳希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詹巧晴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廖恩賢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廖紫樂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翟珮詩 3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褚結琳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趙子晴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趙梓彤 1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趙善翹 3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可欣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尚滇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思賢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夏涎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嘉琪 2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曉彤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劉諾恩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歐陽子晴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歐陽瑞欣 1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歐陽靖同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潘港怡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潘慧媛 2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凱澄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鈺鑫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靖遙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嘉倩 2 Phoeb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睿愉 3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蔡璻妍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鄧汶慧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鄧紫晴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鄧穎烯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鄭依桐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鄭卓欣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鄭嘉晴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黎凱彤 3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黎慧詩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欣彤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思衡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梓欣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詩晴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盧鏝鈮 1M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戴梓澄 2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戴燕怡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謝嘉琪 1Pe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謝樂垚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謝穎琪 2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鄺咏欣 2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羅婉熒 1Priscill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羅惠姸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羅琬喬 3 Martha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羅舜芝 3D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譚凱嵐 1Mary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譚詩瑜 1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關雅元 3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關曉欣 1 Dorcas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嚴嘉寶 1P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蘇子怡 3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蘇紫茵 1M 嘉許獎
聖傑靈女子中學 蘇詩睿 2 Phoebe 嘉許獎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郭駿安 2C(20) 嘉許獎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陳道其 1D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何秀堅 4C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李琳 4A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林慶諺 4c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陳子恩 4C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陳文燚 4a 嘉許獎
路德會協同中學 游俊偉 男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大平美慧 4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王卓恩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王紫穎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王詩詠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丘珮詩 4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丘琬淇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包紫晴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司徒靖琳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甘衍慧 ㇐㇠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甘紫喬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石凝芝 中㇐丁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伍凱雯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危笑逸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安祖莉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沛欣 中二丁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法姿 5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亭嫣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梓晴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紫穎 ㇐㇠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朱雅軒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月華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依澄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書欣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喜瑜 4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靖殷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何韻羚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余明慧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余穎芊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文莊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日真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司渝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佳怡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思穎 F.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洛瑩 中二㇠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詠嘉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潞鷺 中二㇠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吳鎧同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呂映霖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宋嘉穎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张乐琳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可茵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沛欣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佩潁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卓琳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卓樂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怡廷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芝欣 中五丁班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芯螢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悅婷 中三丁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梓敏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凱喬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煒嫺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銘琦 中五甲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蔚亭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凝晞 5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曉欣 F.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李曉茵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汪惠琳 中三㇠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阮納寰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周芷盈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周樂希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房曉珮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匡祈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汶锜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沛汶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卓楠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湘芸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琬騏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紫晴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雅珊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愷欣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羨桐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詩瀅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鈺清 中二㇠班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嘉怡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樂思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曉瑩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林麗奈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施靖瀅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施曉童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施穎瑤 中四丙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施瀞媛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柯培漩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胡柏瑗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胡穎欣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胡麗旋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韋晴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凌嘉怡 4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唐嘉彤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徐春妙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徐嘉蔚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徐曉嵐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殷靖嵐 4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祝安翹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翁希幔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翁汶希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翁霈淋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翁曉怡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翁澧怡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袁嘉晞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袁慧蘭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袁蔚琪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高芷瑤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高晴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區凱婷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崔諾怡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佳鈮 4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美詩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清雅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凱淇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瑄桐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綽桐 F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張樂琳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曹芷朗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天憫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可琳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洛浠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恩穎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梓悅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焯寍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詠琳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瑋晴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璟瑋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梁臻晞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梅晞晴 中四㇠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章紫茵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符春欣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莊曉旻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莫凱淨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莫穎雯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許家旖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許雅媛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郭可茵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郭伊藍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郭圻瑩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郭明嘉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郭衍彤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天欣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伊韻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在雯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沛慧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卓棋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咏彤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芷珊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柏蓉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相如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若琳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婥榕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淑芬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淑瑩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莃逸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善文 4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渝珩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菀禧 中四甲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詩蕙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嘉怡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嘉欣 5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嘉茵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嘉瑤 4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睿忻 中二㇠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蓁蕎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嬉雅 5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曉淘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靜雯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嬿尹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陳懿文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陸子希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麥紫童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麥雯圭 4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麥慧瑶 F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黄心怡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彭芷穎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彭詠欣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景婉婷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曾芷澄 中三丁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曾亭茵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曾閔羚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温芷慧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游昊晴 5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馮芷柔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上兒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芷慧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炤嫣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家程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珮瑜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尉然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敏姿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淳鈺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紫悠 F.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瑋琦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萱允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詩雅 F.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頌晞 5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德容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樂晴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黃懷萱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抒颐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沁嵐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沛詩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從靜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愛臨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楊諾琳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葉子欣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葉兒莎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葉昊瑤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葉凱旋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葉穎欣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董樂盈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詹凱喬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赖颖桐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甄彩然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趙天恩 4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鄢穎欣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劉卓穎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劉卓諾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劉雪晴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劉湘妍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劉穎芯 2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潘綺淇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蔡芷晴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蔡逸雅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蔡潔盈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蔡曉霖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蔡澤慧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鄧倚齊 三丙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鄭泳彤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鄭芸雅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可瑩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希霖 ２Ｃ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卓琳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泳君 4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彥彤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倩榕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塏瑤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黎曦彤 4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盧彥君 5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盧美嫻 三甲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盧浠蕾 F.2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蕭鎧誼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賴卓林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賴蘊晴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霍紀澄 1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鮑逸琛 3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戴穎媛 三丁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謝心貽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謝卓穎 2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謝楓儀 F.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鍾悅亭 2B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鍾詠蕎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鍾慧琪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鍾潁溵 1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韓鼎筠 中三丙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簡澄雪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羅凱迪 2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譚旭蔚 5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譚家欣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譚鈺婷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邊彥霖 1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關芷昕 4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關詠謠 1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關錦欣 4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蘇思瑾 3A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蘇雅美 3C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龔杏葩 3D 嘉許獎
嘉諾撒書院 龔嘉雯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伍鋽潼 2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何迦善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何梓悠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吳怡熳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吳枳欣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吳凱霖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兆億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欣語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思霖 3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洛行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周俊希 3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邱淑玲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俞靜妍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施鳳如 2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范世傑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倪嵐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徐梓萱 3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袁子晉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張子妮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張志婷 3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張瑜真 4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張樂軒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曹依琳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曹慧然 3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梁柏添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梁智然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梁羨琪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許俊杰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郭俊言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子樂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心鈺 1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卓堅 3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柏儒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偉龍 3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彩瑩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進軒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嘉敏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嘉燊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學賢 3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陳濠樑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黄楠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傅曉茵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湯芊華 3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黃小鵬 2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黃凱佩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葉卓鈞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雷禮詩 3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歐培熙 2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鄧蕊 1B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鄧鎧妍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鄭婉婷 3c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鄭雪瀅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盧玉琳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薛嘉樂 1A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謝念桐 1D 嘉許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饒宛蓁 3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Chu Ka Ching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Lo Jocelyn Ariel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尹沛宜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尹鎧澄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方晴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方曦蔚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方顥晴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王曉晴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江靖桐 二丙班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何德宜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吳昕霏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李思潁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李珞汶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李鉦雯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李𤤳晴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周樂晴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林心姸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柯穎潼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胡汶熙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徐希彤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翁洛珩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袁詩詠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高綽君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高綽蔚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張凱淇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梁子翹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梁正恩 2B （22）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梁朗晴 中二丙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梁鈞喬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梁諾恩 二㇠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莊安程 二㇠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許游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許紫喬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許榣栶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郭亮均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郭羨兒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郭韻晴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大文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巧妍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彥蓉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思睿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凱程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陳靜怡 S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黄舜希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彭瑛瑜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曾卓怡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曾瑞恩 二丁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湯詠睎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湯鎧澄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馮梓澄 2A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黃洛榆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黃珮思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黃敏然 二丙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黃樂潼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葉尉仟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趙儷桐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劉姿妤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劉禹萱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劉恩霖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劉嘉羨 二丁班十五號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劉潔穎 二㇠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潘映彤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潘韻言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鄧洛心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鄧曉祈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天心 二甲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彤 2丙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芍詩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明睿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彧晴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鄭悦晴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盧鍁藴 中二丙班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蕭慇彤 二甲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薛曉彤 2D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羅以淇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羅海鈴 2B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譚芊晴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關靖蒽 2C 嘉許獎
瑪利曼中學 嚴敬雯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尤思明 1B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王皓霖 1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布曉晴 1B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石㇐ 2D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何靖淇 1C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吳愷家 3E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李婧彤 三丁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沈詠彤 4C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周卓頤 1E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林沛思 四丁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林逸盈 三戊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林熙妍 3D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侯沛珊 3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戚以澄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郭韻蕙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傅沚蔚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覃昭琦 三甲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黃心兒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黃裕晴 4D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楊希賢 3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劉芍伽 二㇠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劉庭希 三丁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劉凱琦 三丙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劉燕澄 1E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蔡雨希 二戊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鄧滌然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鄭可喬 2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鄭慧雅 1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謝安泰 1A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謝卓穎 2B 嘉許獎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譚浩妍 二丁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邱文珣 1D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陳令滔 4D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陳芷晴 1A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陳鎧瑤 1C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趙穎芊 1C 嘉許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鄧鈺婷 3A 嘉許獎
閩僑中學 Chen wenhong 3B 嘉許獎
閩僑中學 王梓頴 三礼 嘉許獎
閩僑中學 王雪雲 4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朱鈺敏 五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李成昊 3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李志冲 二礼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李欣怡 3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杜錦欣 二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林泓骅 2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陈锦渝 1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洪輝燁 2B 嘉許獎
閩僑中學 翁傑濤 5B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梁浩轩 1r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梁愛玲 5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許森湄 3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陳芍霓 2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陳恩丰 六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陳嘉銘 ㇐義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陳慧祺 5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陳藝媛 ㇐禮班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麥佩姿 3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楊詩萍 二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董晓莹 2礼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董晶晶 3b 嘉許獎
閩僑中學 劉天欣 4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劉曉孜 二仁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蔡良森 1r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蔡紫荊 中二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蔡紫荆 中二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黎創興 1禮03 嘉許獎
閩僑中學 盧小旻 2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錡善弘 3T 嘉許獎
閩僑中學 繆冬敏 四禮班 嘉許獎
閩僑中學 謝㇐諾 1禮 嘉許獎
閩僑中學 關家偉 5b 嘉許獎
鳳溪第㇐中學 李凱怡 3c 嘉許獎
鳳溪第㇐中學 徐秀雯 3a 嘉許獎
鳳溪第㇐中學 黃諾琪 3A 嘉許獎
鳳溪第㇐中學 鄧德華 3A 嘉許獎
鳳溪第㇐中學 魏博凱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PIN HO CHING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丁芷盈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刁鎧晴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孔鎧沂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文欣陶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思晴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家忻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婉穎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莊琪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凱儀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凱璇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善凝 三丙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王樂瑤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石晞允 三㇠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伍珈瑤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伍倩瑩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伍穗怡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吉蔚桐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朱沛汶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朱沛珊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朱苑喬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朱澄欣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江芷蕎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江煦恩 三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池宇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明頤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欣錡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泳忻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芷喬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柏姸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盈靜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朗加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敏綺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何襄宜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余丹喬 二丙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余硏慧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余嘉瑩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余曉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文鳳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佩諭 四㇠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佳頴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卓妍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旼殷 四㇠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思彤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思穎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若彤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翊鈴 5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嘉怡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嘉瑩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吳嘉翹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呂恩桐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宋珈盈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月彤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永晴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冰沂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安晴 5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佳芮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尚南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明靜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昕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欣澄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泳宜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芷晴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芷甄 5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思穎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政欣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映彤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祉瑶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倚彤 ㇐戊㇐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凱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靖文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嘉惠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曈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曉澄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穎希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李穎晞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沈綽霖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子雅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希彤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卓澄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芷清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彥樺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周晞桐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招子(馬豈)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以雅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卓盈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芯蕾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珈晞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苑淇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凱晴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詠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滙臻 5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煦澄 4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靖欣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寬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蔚曦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璟蓉 5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林穎瑜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施晴 4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洪令恩 三丙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洪沛怡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胡洛昕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胡詠喬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胡曉炘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英宛淇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范凱恩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迪安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容漪桐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徐凱晞 ㇐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徐瑩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祝芷筠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秦釋童 四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袁穎妍 ㇐丙二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郝雨軒 三㇠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馬凱恩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馬靖婷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馬穎心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心瑜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可嘉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希聞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是思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家悅 二㇠㇐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凱霖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菀芯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嘉晴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禕琳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曉晴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張寶晴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卓樺 ㇐㇠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芯萁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信晞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洛熙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倩浵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海凝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凱盈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凱瑩 二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凱瑩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稀淳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雅詠 三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嘉文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綺筠 四丙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語筠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嬅心 三㇠班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梁靄琳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梅千萓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莫芷仲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許玥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許穎淇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郭祉瑩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郭朗悦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郭凱慈 5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郭紫宥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可豫 1F2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宇曦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佳潁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卓盈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芷喬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思哲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映霖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洛盈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祉晴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梓寧  ㇐丙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凱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鈴浰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嘉文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嘉杰 4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潁甄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潁熹 5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曉彤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曉柔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曉琳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禧媛 三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陳鎧盈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陸愷瑩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麥希彤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勞潁桐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彭卓妍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彭若庭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彭煥喬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彭嬿津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曾千芹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曾惠妍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温子淇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游宛熹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程子涵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華紋希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費愷澄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馮文禧 中二級甲班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馮研恩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馮斯祺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馮碧莎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馮綽愉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阡晞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沛霖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佩佩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欣朗 ㇐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泳嵐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芷晴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海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琝琋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煥昕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詩淇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靖淇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穎詩 ㇐丁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黃藴祈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情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芍萱 4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芷蕎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家維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翊琳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楊鈺凝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溫珈浚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葉佩霖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葉童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詹宓旻 1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雷哲雅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廖婥妍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廖嘉翹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趙月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趙祉慧 三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趙珮暄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趙穎 2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可晴 4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欣怡 1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泳彤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芷芊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倬言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恩彤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康婷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劉綽琳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樊穎欣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歐陽亦珈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潘芷昕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練采兒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蔡恩浩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蔡康妍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蔡詠芯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蔡嘉盈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蔡潔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鄧子慧 S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鄧蔓蕘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彥孜 2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苡晴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康悠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凱欣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詩恩 1B2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鄭樂兒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巧怡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妍霞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芷晴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洛程 三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煦頤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黎樂怡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盧泳妍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盧思允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盧樂怡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盧學晴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盧頤寧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禤欣彤 3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蕭嘉淇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賴曉霖 2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錢家晴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駱嘉盈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龍懿 ㇐甲 嘉許獎
德望學校 戴綽瑤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薛慧琪 4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謝昕妍 ㇐丁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謝欣瑩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謝穎甜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鍾沅喬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鍾雅安 2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鍾雅愉 1C1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顏心弦 1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顏美琳 5E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顏樂寧 二丁二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羅凱琳 4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羅琬晴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譚可旋 1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譚傑心 5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譚凱霖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關心晴 3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關沛翹 3C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關明欣 中五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關明慧 2B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關迪莎 2F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蘇惠錡 1D 嘉許獎
德望學校 蘇靜嫻 1A 嘉許獎



德望學校 龔千瑜 1E 嘉許獎
德雅中學 Wu Shu 2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Yick Man Wai 5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文洛 3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王熙妮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王譽程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卢凯霖 1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石穎曦 2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任鎵言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何倬旻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何真希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吳熙玟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吴秋玲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呂潔莹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张乐怡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李明慧 3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李凱欣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李穎紅 5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杜佩儀 5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冼卓泳 4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卓佩思 4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周子黛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周殷穎 1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周嘉兒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周嘉琪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林雯靜 1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胡昊梅 5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范希晴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袁林 4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馬婉名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馬鈊瀅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馬穎琳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高嘉彤 1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張銘雪 5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張慧榆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張曉均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張麗莎 4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梁天睿 1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梁心怡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梁智儀 4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梁嘉淇 1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梁曉珩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莊靖瑩 2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許詠霖 1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許綺婷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郭健兒 3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陳梓翩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陳淅桐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陳樂怡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陳醞青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陳露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麥詠恩 2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麥雲茜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麥穎曦 5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黄宇晴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黄颍琳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勞穎希 4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湯蕙心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馮欣蕎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馮嘉穎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黃元熙 3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黃秀燕 2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黃凱琳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黃結釵 4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葉子瑤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雷藝琳 5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趙凱晴 三丁 嘉許獎
德雅中學 劉芷瑤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蔡芷晴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蔡凱琳 4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蔡童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蔡嘉盈 4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鄭凱晴 1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禤寶儀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蕭芍嵐 1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戴傲嵐 1A 嘉許獎
德雅中學 鍾文麗 2B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羅幸玲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羅芷欣 3D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蘇之穎 4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蘇嘉兒 3C 嘉許獎
德雅中學 蘇嘉儀 3C 嘉許獎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譚家堅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方景謙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王子熙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成俊軒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成康湋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何绰瑄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何樂霆 5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何諾彤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吳健宇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吳紫妍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呂文康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李婉庭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李業勤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李嘉瑜 5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李樂謙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阮曉晴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林洛怡 5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林敏懿 4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林楚筠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林嘉欣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倪家熙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徐正言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耿子淇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高進 2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區國柱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子涵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子皓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凱淋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景昇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植鈞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張曉晴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曹寶希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梁穎琳 3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郭宇陽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郭曉其 4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冠宇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柏謙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祖琳 5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國偉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敏淇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嘉琪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陳曉柔 2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麥富榮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麥嘉詠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傅睿堯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彭淇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彭穎茵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曾碧玲 4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温曉鋒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湯靜怡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程嘉鑫 4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依潼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芷安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啟剛 5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雪晴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紫欣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境煜 3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楊子慧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源嘉雯 3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葉嘉寶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熊俊燁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趙穎詩 3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旭琅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依婷 5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咏聰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浚鋒 2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軒禹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鈺瀅 5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劉潔鈴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歐陽兆洲 2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歐陽詠文 3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練詠琳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蔡雨欣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鄭梓軒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鄭焯鴻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黎卓岡 1A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盧太㇠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盧芝婷 1C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盧悠茵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蕭雄健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賴珈韻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謝天藍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謝尚軒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鍾凱瑩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鍾嘉姿 1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譚芷翹 1B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蘇少東 2D 嘉許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蘇誌康 3D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朱麗嵐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呂烙頤 2c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李淑媛 1c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李釺銦 1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周穎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林金運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胡海錡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韋愷瑤 3C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容君煒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翁慧如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馬湘楹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張址敏 3D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梁芝賢 1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梁銘珊 2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梁寶婕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盛志美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許思思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許嘉裕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許曉童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郭林鳳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子程 2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泳雯 1c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嘉盈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麗娟 2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陳麗穎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黃家晶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楊若楹 3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楊賢英 2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歐淑雯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蔡宛容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蔡昕楠 I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鄧凱琳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鄭子欣 1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鄭雪瑩 2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鄭雅恩 2B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盧心姸 3A 嘉許獎
潔心林炳炎中學 蕭穎詩 3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文偉新 1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王承鋒 1F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朱寶軒 1F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何韋信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何浩銘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吳元琛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吳奇軒 2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吳青俊 2D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李駿曜 2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阮鳴峰 2C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周汶樂 1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宗楚竣 IE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林逸晉 1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林灝進 2C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邱伯諭 1F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施卓軒 1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柯璟祺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高梓謙 1c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區元熹 2c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區栢軒 2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張日朗 2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張耀國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陳哲朗 1D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麥仲軒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曾家謙 1B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曾梓竣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黃仲晞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黃晃恒 1C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溫偉 1D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歐俊毅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潘德賢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鄧峻僑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鄧學謙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蕭健邦 1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戴肇軒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薛理金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羅子熙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譚鈞澤 1F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譚煜鑫 2A 嘉許獎
鄧鏡波學校 關子俊 2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Lam Ka Long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文慧淋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王星凱 2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王紫銦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江卓軒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何梓軒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何錦浩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余芷燕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余慧懿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吳文樂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吳逸桐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李冠群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李展能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李掀情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李滎堃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李樂行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沙穎霖 1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周俊樂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林樂恩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俞樂軒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姚樂憫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施昌志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馬梓健 2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區濼茵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心潁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正橋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盈欣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修銘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海嵐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嘉均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張穎怡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許毅樂 2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玉嬅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卓賢 1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杰文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柏圖 1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敬熹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羣霖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銘澤 2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灝宏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灝廷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陳灝言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彭鎧澄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温洛言 2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谢家聪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馮可喬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馮美盈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俊穎 2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悅宜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栢翹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梓瑩 2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詩晴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黃㯋珊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楊可盈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楊恩晴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葉芯僑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葉愷嵐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葉銘軒 3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董頌賢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雷樂儀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趙秉妤 4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劉煒君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劉穎朗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潘詠思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蔡熙霖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鄧穎朗 2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鄭力文 3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鄭凱茵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黎浩宏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黎嘉萳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盧曉希 1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賴淑茵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謝嘉慧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鍾子悦 2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鄺詩晴 2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鄺曉珊 1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羅智美 3A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羅樂然 1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羅瀞嵐 3c 嘉許獎
衞理中學 關智耀 2d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蘇宇軒 1B 嘉許獎
衞理中學 蘇廣添 2C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李卓然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翁因澄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高詠婷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張鎧希 1C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郭曉螢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陸宗禧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黃芷瑩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鄭子軒 3B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鄺逸俊 1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朱見和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朱煒健 1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江芷林 1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何穎怡 1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呂佳穎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周禧潼 1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易涇洋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林君豪 2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林瑰兒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施少傑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施厚全 S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施紫茵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施嘉煒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洪凱琳 4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倫子燊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孫睿童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袁芷婷 2a15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馬綽妤 1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區潔瑩 2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張竣傑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許綽殷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泓希 1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芷嫺 4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芷瑩 4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美淇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煒琳 4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陳熙玥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彭曉淇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曾芷妍 4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曾祥柏 1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曾嘉景 2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湯熙妍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黃啟燁 S4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黃智軒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黃煜皓 2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黃穎茵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黃曦敏 4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劉采兒 3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劉恩彤 2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劉慧心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潘思滺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蔡天然 1C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謝子博 S1B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謝柏文 1a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謝凱茵 3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簡柏翹 S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羅安捷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譚婥穎 4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蘇仲謙 1D 嘉許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蘇汶迪 3A 嘉許獎
麗澤中學 司徒欣熙 3A 嘉許獎
麗澤中學 李莹湘 3A 嘉許獎
麗澤中學 邢福信 5C 嘉許獎
麗澤中學 陳惠珍 3a 嘉許獎
麗澤中學 黃佳鎣 中三㇠班 嘉許獎
麗澤中學 蔡婷 3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丁曉霖 三望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王欣雨 2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吴雨琦 中三望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宋佳文 6A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李樂賢 2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周沅頌 2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林紫鸚 6F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林𡞵茹 6F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施欣欣 3H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袁煒琳 2F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張暐娸 2H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張嘉怡 三愛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許鎵敏 3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陳祉玥 2F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陳紫晴 3C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陳煒喬 3F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曾卓詩 二望 嘉許獎
寶血女子中學 潘梓瑩 2H 嘉許獎
顯理中學 章軒碩 4A 嘉許獎
顯理中學 蔡靜妍 4A 嘉許獎



顯理中學 戴幸兒 4A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王茝琳 3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汪慧盈 3C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周芷寧 1A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林卓瑩 3B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徐偉臻 3C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張健次 1B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張耀文 3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陳佑祺 S. 3D /中三仁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黄千恩 1B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彭勇正 3A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葉摯澄 1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雷穎鍶 3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寧浠彤 3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盧少君 3C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謝齊希 1D 嘉許獎
靈糧堂怡文中學 鍾浩軒 1B 嘉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