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男子組 何梓謙

2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李承洸

3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盧天棋

4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詹寶民

5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齊韜森

6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譚朗天

7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何駿僖

8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繆其庭

9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男子組 梁國風

10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組 黃培麟

1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男子組 崔皓暉

12 天主教領島學校 男子組 劉振博

13 天主教領島學校 男子組 潘俊豪

14 天主教領島學校 男子組 李翰旭

15 天主教領島學校 男子組 鍾彰浩

16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張偉賢

17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陳嘉豪

18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黃品源

19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陳浚兒

20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葉偉賢

21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劉穎諱

22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彭勇正

23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男子組 李冠言

2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組 Yeung Tin Hoo

2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組 Yan Yee Ching

2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組 高朗程

2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組 呂彥霖

28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男子組 劉康楠

1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組 張汶洛

2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組 陳貝兒

3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組 李瑞彤

4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組 梁嘉玟

5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女子組 何敏柔

6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何澤怡

7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鄧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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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黎姵攸

9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鄧紫晴

10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黎雅

11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李曉洛

12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郭美妍

13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女子組 陳珮怡

14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組 李詩敏

15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女子組 何欣鎂

16 天主教領島學校 女子組 文詩雅

17 天主教領島學校 女子組 張騏麗

18 天主教領島學校 女子組 宋曉桐

19 天主教領島學校 女子組 張月怡

20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陳嘉欣

21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李諾兒

22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江曉妍

23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吳嘉寶

24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馮詠芝

25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陳詩晴

26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劉詠欣

27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女子組 DELA LUNA QEIZSA CANDY

2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Kwok Hiu Tsun

2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Wong Tsz Ching

3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Ho Wing Kiu

3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Li Che Yiu

32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Leung Yan Tung

33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So Ming Yan

3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Chan Lok Yiu

3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組 Ng Hoi Lam

正選繳費日期:  2017 年1月6日至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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