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參賽組別 學校 姓名 參賽組別 學校

1 楊梓延 初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41 黃伯麟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 鄧健亨 初小組 元朗官立小學 42 楊寶迪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3 鄧賀穗 初小組 元朗官立小學 43 鄭宇軒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4 吳偉楠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4 陳卓男 高小組 宏信書院

5 林暢遠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5 袁承裔 高小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 林曉陽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6 盧智賢 高小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7 區潤添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7 翁諾恒 高小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8 陳冠揚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8 古敬詩 高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9 曾子豐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49 林秉曦 高小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10 劉銳康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50 田曜霖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1 江洛賢 初小組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51 何煒樂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2 阮孝言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2 林紀泰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3 唐昊充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3 李建朗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4 曾希朗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4 姜毅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5 潘啟丞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5 曾明智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6 關展藝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6 馮智康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7 蘇弘彧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部) 57 黃萬利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8 梁家皓 初小組 光明學校 58 黃萬能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9 古敬謙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59 羅浩文 高小組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20 蕭敬翹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60 黃天朗 高小組 寶血會思源學校

21 陳泓希 初小組 培基小學 61 李子康 高小組 鐘聲學校

22 林紀然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62 梁常禮 初中組 十八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3 鄭小滙 (越級) 初小組 翰林幼稚園 63 周其寬 初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4 卜瀚喬 初小組 靈光小學 64 李梓暉 初中組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25 陳杍烯 初小組 65 張凱翔 初中組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6 彭晉希 (越級) 初小組 66 麥顥庭 初中組 沙田官立中學

27 彭晉僑 (越級) 初小組 67 蔡偉雄 初中組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28 鄧信昶 初小組 68 林尚熹 初中組 英皇書院

29 鄧信盈 初小組 69 丘晗 初中組 迦密柏雨中學

30 聶卓朗 初小組 70 錢向榮 初中組 循道中學

31 丘暘 高小組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71 蔡庚航 初中組

32 何子諾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72 梁柏浩 高中組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3 蘇律齊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73 羅樂言 高中組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4 陳景謙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74 陳咏儀 高中組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35 鍾曉楠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75 莊智棕 高中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36 戚立恆 高小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76 游展峰 高中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37 蔡俊傑 高小組 北角官立小學 77 張暐康 高中組 聖文德書院

38 黎智謙 高小組 北角衛理小學

39 夏立軒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40 張肇軒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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