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鄭皓霟

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梁昊懿

3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馮典罡

4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陳碩晞

5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繆浩銘

6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潘昊禧

7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陳欽宇

8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楊梓樂

9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呂梓豪

10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侯越

11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陳宥希

12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馮欠希

13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陳珀皓

14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馬嘉希

15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楊淇欣

16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何淋思

17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孔祥聞希

18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李凱悦

19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楊可晴

20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李晞彤

21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蕭靖兒

22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黃靖願

23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謝子寗

24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林芷瑩

25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邵薇

26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賴天愛

27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霍以樂

28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林然諾

29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郭政賢

30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容愷迪

31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陶禮信

32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陶賞晴

33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張熙桐

34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張頌祈

35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男子甲組 梁倬綸

36 聖公會基福小學 男子甲組 余啟駿

37 聖公會基福小學 女子甲組 徐婉婷

3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楊皓雲

3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龍若天

4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文恩霖

4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蔡尚浚

4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龍溢希

4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霍崇義

4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胡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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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吳詡

4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陳昫然

47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顧穎恒

4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葉柏熙

4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莫鋑軒

5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吳翱

5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鄭卓彥

5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馮心獻

5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黃海桐

5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石允翹

5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奚悦

5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蘇栩芊

57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李曉程

5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鄧爾憫

5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盧德欣

6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馬相言

6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陳晞悠

6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陳頌多

6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HO HUI TO

6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CHAN DADRIAN

6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SO BERNARD HENRY

6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LETTICE LUKAS INIGO

6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LAM TSZ SHUN

6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YAU CHING HEI CASPER

6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WONG TING HIM

7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LAM JAKE HO

7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LAU YUI SHAN

7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WONG TSZ HIN

7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CHAN HEI NAM

7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CHAN CHING HIM

7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POON CHUN YAN

7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NG CHI HANG

7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HAYLER KATIE

7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WONG YAT KWAN

7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LEE WAI KI

8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WONG YAT TUNG

8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CHEUNG HAI CHING

8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KWOK TSZ YAN

8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SZE HEI WAI

8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CHOW SZE LING

8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LEUNG LOK YI

8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LO YUET YI

8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CHAN CHING YIN

8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KWOK TSZ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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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LI PUI WING

9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FUNG SHEUNG SHEUNG

9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FONG LONG YAN

9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TAN LOK YAN

9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蔡家謙

9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梁家喬

9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歐柏言

9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黃柏峰

9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高楓

9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黃柏霖

99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朱樂天

100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鍾灝

101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梁家齊

102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徐樂恆

10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歐宸羽

10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方晉軒

10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朱蔚晴

10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陳欣淇

10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鍾懿

10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陳芍縈

109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廖曉彤

110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吳天予

111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譚宇晴

112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歐芍菲

11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廖姵程

11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馮泳殷

11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陸宥而

11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關瓔珞

117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許峻睿

118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陳名寬

119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甲組 郭采萱

120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李焯琳

121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女子乙組 Young Teagan Eleaner Lilou Wemel

正選繳費日期: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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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TAI CHING KIU

12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CHE CHONG HEI LUCA

在正選繳費期限過後，如仍有名額，本署將按上述名單次序於2021 年1月14日

致函通知候補學校。

(候補繳費日期:  2022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