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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羅約生

2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王瑞麟

3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劉立泓

4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文塱程

5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王柏衡

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區海軒

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關晰斌

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林家滔

9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陳景諾

1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吳爾樂

1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吳迪輝

1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甲組 鄧鍵朗

13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貝朗僖

1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葉柏希

1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鄧梓謙

1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杜俊樂

17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梁翹峰

1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潘易翹

1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陳子維

2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甲組 黃翊軒

21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鄧鍵希

22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葉梓聰

23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曾培

24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馬浚熙

25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郭信宏

26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葉灝賢

27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曾文恩

28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賴文軒

29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力維

30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煥璋

3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李恩信

32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陳梓鋋

33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陸駿傑

34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盧景熙

35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甲組 曾慶灃

36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陳樂昊

37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黃煒毅

38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何浩然

39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林宗琛

40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王譽喬

41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陳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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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黃兆聰

43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吳錦悅

44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謝文祈

45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韓仕釗

46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甲組 葉俊卿

47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曾駿昊

4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葉以正

49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周翰顥

50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石海軒

51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趙天恆

52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關健樑

53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甲組 區璟賢

54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甲組 張嘉晉

55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甲組 張富鈞

56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甲組 黃湕溍

57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甲組 黎榮俊

58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男子甲組 徐嘉謙

59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男子甲組 馬震宇

*由於今年參加男子甲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吸收比賽經驗，大會

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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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黃澤鋒

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周孝澤

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劉煒諾

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梁皓竣

5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李天樂

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陳浩程

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吳銘峰

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男子乙組 梁詠森

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陳禮治

1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男子乙組 蕭熙揚

11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黎俊彥

12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黃柏堯

13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陳業宏

14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陳洛希

15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陶嘉翔

16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梁高銘

17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梁梓浩

18 祖堯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鄧嘉浩

19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衛天浚

20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強伯謙

21 九龍禮賢學校 男子乙組 傅澤寧

22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楊康

23 石籬天主教小學 男子乙組 曾羽軒

24 聖公會基榮小學 男子乙組 鍾家誠

25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男子乙組 黃梓朗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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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廖采曈

2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瑤瑤

3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陳彤

4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吳晴茵

5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彭玥

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吳思昕

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何瑤

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李祉瑩

9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黃祉芸

10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李卓盈

1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陳賢

1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陳嘉桐

1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岑芊衡

1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甲組 岑芊衡

1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徐啟妍

1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蔡詠晴

17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葉凱翹

1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梁慇桐

1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甲組 黃欣喬

20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謝依琳

21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葉貝莎

22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黎凱甄

23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梁穎喬

24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陳詩穎

25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余伶俐

26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李顯瞳

27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胡芯彥

28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甲組 陳昕彤

29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鐘珊

30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彭美玲

31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呂慈恩

32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陳紫茵

33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符詠恩

34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甲組 黃淑雯

35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甄凱琳

36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馬靖嵐

37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甲組 關梓桐

38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馮彥寧

39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李美凝

40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黃思華

41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何梓樂

42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高卓珈

43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女子甲組 陳熙榆

44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甲組 李芷澄

45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甲組 關鈺妍

46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甲組 黃馨滿

47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女子甲組 劉寶琳

48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女子甲組 龔錦瑩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8日

*由於今年參加女子甲組的同學非常踴躍，超出原定名額，為了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及吸收比賽經驗，大會

決定接納所有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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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彭韻妃

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蔡希彤

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呂諾宜

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古穎琳

5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蘇諾怡

6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王雅瑜

7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王涴錡

8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女子乙組 邵濼霖

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女子乙組 梁康蕎

10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王施懿

11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周小巧

12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張雨晴

13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梁苡琳

14 祖堯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李繕彤

15 九龍禮賢學校 女子乙組 林芷澄

16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張尹蔚

17 石籬天主教小學 女子乙組 余美希

18 聖公會基榮小學 女子乙組 鄭穎瞳

正選繳費日期:  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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