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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抽籤結果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林子淇 

2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莫依凌 

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郭恩彤 

4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陳天心 

5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羅于倩 

6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甲組 林鍩橦 

7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甲組 陳學思 

8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甲組 彭芯怡 

9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布振熙 

10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李梓滈 

11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陳煒淳 

12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盧天鉦 

1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簡皓翹 

14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莫言 

15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曾天皓 

16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劉政希 

17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羅于桐 

18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乙組 章思溢 

19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甲組 任曉樂 

20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甲組 温朗熙 

21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男子甲組 葉子非 

2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女子乙組 吳悦希 

2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司徒禮嶠 

24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杜文信 

25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張天朗 

2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葉曉逸 

2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甲組 梁文軒 

28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甲組 梁梓豐 

29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甲組 黎浩然 

30 天主教博智小學 女子乙組 錢祉穎 

31 天主教博智小學 女子甲組 李綺澄 

32 天主教博智小學 女子甲組 徐若晴 

33 天主教博智小學 女子甲組 鄭穎桐 

34 天主教博智小學 男子甲組 蘇柏澄 

3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呂藴琦 

3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陳欣淇 

3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陳紫嫣 

3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廖頴喬 

39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鄺穎晞 

40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朱梓喬 

41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何芷苓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42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沈幸言 

4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梁樂兒 

4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甲組 陳妍靜 

45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余浚軒 

46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吳翌陽 

47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林亭希 

48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郭育林 

49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蔡家謙 

50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徐正皓 

51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歐柏樂 

52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鄭皓文 

5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甲組 蘇孝穎 

54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林煒詩 

55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張淋凱 

56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麥欣欣 

57 太古小學 女子乙組 曾伊頓 

58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容凱靖 

59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徐在森 

60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袁汶希 

61 太古小學 女子甲組 陳詩琳 

62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吳俊諺 

63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謝正原 

64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鍾智謙 

65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羅子騫 

66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Rafael 

67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徐在𡶶 

68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郭栢燊 

69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劉賢志 

70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何喜樂 

71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吳樂琛 

72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唐以禮 

7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李思妍 

7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范芷蘭 

75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梁靖嵐 

7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許芷欣 

77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馮凱悠 

78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劉蕥萁 

79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安梓榛 

8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吳依倩 

8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吳鎧澄 

8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林熙桐 

8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廖靖喧 

8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甲組 賴曉曈 

85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安梓傑 

8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唐家祥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87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徐浩峯 

88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陸一然 

89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吳郡 

9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吳嘉倫 

9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林敬宙 

9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黃穎恆 

9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CHAN Druthi 

9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LIMBU Aarya 

9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吳家蔚 

96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梁淑昕 

97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乙組 陳可臻 

98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女子甲組 SEO Hakyeong Elisha 

99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JAIN Shaksham 

100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KATARIA Shourya Abhishek 

10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LADDHA Nishchal 

10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林業舜 

10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SAMPATH KUMAR Krishaan Marquez 

10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陳嘉晞 

10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黃靖軒 

106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黃龍一朗 

107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郭采萱 

108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彭梓晴 

109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劉思穎 

110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繆綬莎 

111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乙組 羅紫菲 

112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甲組 王芷晴 

113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甲組 何穎之 

114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女子甲組 洪鋺澄 

115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卓泰宏 

116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陳煒燁 

117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陳嘉軒 

118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傅永俊 

119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沈旻樂 

120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梁永樂 

121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彭梓竣 

12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Cheung Hai Man Hailey 

12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Hayle Katie 

12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Lee Wai Ki 

12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Ung Chloe 

12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Wong Tim Chi Ariel 

12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Choi Man Huen 

12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Chow Wan 

12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Lee Cheuk Ki Angie 

13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Lee Hei Nam Catrina 

13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Leung Tsoi Yau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3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甲組 Wong Sze Ching Christy 

13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Chan Ming Sum 

13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Fung King Hang  Jacob 

13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Ho Hui To 

13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So Bernard Henry 

13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Yip Lut Yin 

13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Chan Pak Ho Anson 

13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Lee Cheuk Kiu Lyrus 

14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Liu Henry 

14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Wong Yik Hoi 

142 保良局錦泰小學 女子甲組 陳思蔚 

143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乙組 蘇信瑋 

144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周淳蓓 

145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姚卓夆 

146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唐嘉永 

147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陳政言 

148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姚善瑩 

149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梁巧怡 

150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陳靜文 

151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乙組 鍾嘉禧 

152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林温然 

153 海壩街官立小學 女子甲組 彭紫雲 

154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吳溢 

155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郭沛熙 

156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馮敬諾 

157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乙組 鍾承栢 

158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趙亦匡 

159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劉俊熙 

160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霍健榮 

161 啟基學校(港島) 女子乙組 郭雅恩 

162 啟基學校(港島) 女子乙組 黃珊琪 

163 啟基學校(港島) 女子乙組 楊子芸 

164 啟基學校(港島) 女子乙組 蔡煦瑤 

165 啟基學校(港島) 男子乙組 陳品儒 

166 啟基學校(港島) 男子乙組 藍綽昇 

167 啟基學校(港島) 男子甲組 王振涵 

168 啟基學校(港島) 男子甲組 麥子謙 

16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王善兒 

17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李曉程 

17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馮心獻 

17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黃海桐 

17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蘇栩芊 

17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呂恩陶 

17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李熙文 

17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馬婕妤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177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梁紫瑤 

17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梁舒瑤 

17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楊婧翹 

18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廖栩樂 

18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甲組 劉知樂 

18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李燊宇 

18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楊皓雲 

18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廖廷禧 

18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龍溢希 

18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何日楠 

187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馮樂獻 

18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鄭卓南 

18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譚善恆 

190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方心悅 

191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邱雪然 

192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施晞敏 

193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黎穎桐 

194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謝綽恩 

195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方心言 

196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施曉彤 

19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張天韻 

19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張梓涵 

19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陳學琳 

200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曾晞霖 

201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甲組 蔡可葡 

202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莫焯洭 

203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陳浩銘 

204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黃皓勤 

205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鄧柏期 

206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盧念孜 

20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陳光亮 

20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馮存希 

20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嚴品程 

210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何柏恩 

211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李嘉欣 

212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張頌祈 

213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陶賞晴 

214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黃敏浠 

215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何汶珊 

216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何樂融 

217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阮啟怡 

218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張雅喬 

219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梁心柔 

220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陳天怡 

221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盧睿晴 



正選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222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楊溢 

223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潘盛恩 

224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蕭潤霖 

225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霍以樂 

226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徐鴻溢 

227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陳力廷 

228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鄧國霖 

229 聖若瑟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何柏燊 

230 聖若瑟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梁舜榮 

231 聖若瑟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黃彥宏 

232 聖若瑟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徐睿豐 

233 聖若瑟英文小學 男子甲組 楊尚軒 

234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孔祥閒希 

235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馬嘉希 

236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楊淇欣 

237 嘉諾撒小學 女子乙組 劉佳洋 

238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王昭君 

239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何心怡 

240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林樂兒 

241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梁敏熙 

242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梁梓枲 

243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陳怡婷 

244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葉嶺雙 

245 嘉諾撒小學 女子甲組 鄺泳嫻 

246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陎碩晞 

247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梁昊懿 

248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馮典罡 

249 嘉諾撒小學 男子乙組 嫪浩銘 

250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吳羿梓 

251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李俊德 

25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梁國熙 

253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劉嘉威 

254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男子乙組 李葰侹 

255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男子甲組 周怛進 

256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男子甲組 梁天承 

正選繳費日期:  2019 年 2 月 12 日至 209 年 2 月 27 日 

  



 

候補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257.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何泳嫻 

258.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林莉雅 

259.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女子乙組 黃祉晴 

260.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李傲然 

261.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黃康倫 

262.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乙組 劉晉熙 

26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周俊宇 

264.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連焯康 

265.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男子甲組 蔡翰勤 

26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周諾熙 

26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乙組 黃奕衡 

268.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甲組 李俊傑 

269.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男子甲組 梁軼傑 

270.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鄭愷琳 

271.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女子乙組 鍾懿 

272.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梁柏翹 

273.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郭敬程 

274.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男子乙組 黃柏峰 

275.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張洛雋 

276.  太古小學 男子乙組 陳力行 

277.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姚正平 

278.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鄭朗熙 

279.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霍仲亨 

280.  太古小學 男子甲組 鍾智杰 

281.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鍾子軒 

282.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溫悅 

283.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女子乙組 謝希璇 

28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何俊希 

285.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李曉新 

28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葉卓珩 

287.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乙組 羅熹塱 

288.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馮文雋 

289.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賈紹康 

290.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賴鍩潁 

29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男子甲組 蘇柏熙 

29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吳鈺廷 

293.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鄭本皓 

294.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鄭本毅 



候補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295.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男子乙組 鍾穎謙 

296.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許竣睿 

297.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彭梓嘉 

298.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楊晉軒 

299.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乙組 蔡焯賢 

300.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文梓鋮 

301.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文梓濼 

302.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陳汶塱 

303.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陳昊鏘 

304.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男子甲組 繆至成 

305.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Cheung Hai Ching Hannah 

306.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Wong Yat Kwan 

307.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女子乙組 Yu Yan Ching 

30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Cheng Pak Yin 

309.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Lettice Lukas Inigo 

310.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乙組 Wong Hau Yan 

311.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Chan Tsz Ki 

312.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Ko Pui Yui Ethan 

313.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Lam Cheuk Yat 

314.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男子甲組 Ma Man Kei Memphis 

315.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莫梓鍵 

316.  保良局錦泰小學 男子甲組 陳芍羽 

317.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岑嶲韜 

318.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陳崇厚 

319.  海壩街官立小學 男子甲組 陳越墩 

32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石允翹 

32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女子乙組 鄒芷瀅 

32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石柏洋 

32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張庭瑋 

324.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甄迦南 

325.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乙組 蔡尚浚 

326.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丘國豐 

327.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李柏翹 

32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黃敬然 

329.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男子甲組 鄒正泓 

330.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郭映彤 

331.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葉德怡 

332.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女子乙組 鍾朗喬 

333.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吳保樂 



候補名單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334.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林溢㬢 

335.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乙組 黎子晧 

336.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尹浚彥 

337.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許瀚文 

338.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陳策 

339.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蔡瀚賢 

340.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男子甲組 韓智泓 

341.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李綽悠 

342.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乙組 梁恩悅 

343.  聖公會蒙恩小學 女子甲組 李憫祈 

344.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丘子軒 

345.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林然諾 

346.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郭政賢 

347.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乙組 談君正 

348.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陳雋謙 

349.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陳樂恆 

350.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陳樂雋 

351.  聖公會蒙恩小學 男子甲組 鄧國義 

352.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王迡鳴 

353.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李英淮 

354.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梁健熙 

355.  嘉諾撒小學 男子甲組 黃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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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 日致函通知候補學校。 

(候補繳費日期:  2019 年 3 月 6 日至 2019 年 3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