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名單至4月23日

No. 姓名 組別 學校 No. 姓名 組別 學校

1 何子諾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50 凌瑋翹 高小組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2 楊梓延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51 林元岳 高小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3 蘇律齊 高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52 林昱呈 高小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4 文光耀 初小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53 黃崇均 高小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5 潘銘曜 初小組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54 蘇恩孝 高小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6 李騰龑 高小組 元朗官立小學 55 鄭小滙 初小組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7 林迪 初小組 元朗官立小學 56 鍾柏謙 初小組 聖公會榮真小學

8 黃建皓 高小組 元朗商會小學 57 田曜霖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9 吳偉楠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58 何煒樂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0 林卓朗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59 李展翱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1 區潤添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60 林紀泰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2 陳智滔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61 林紀然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3 陳璟麟 高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62 鄧浩維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4 姚子翔 初小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63 鄭珈祐 高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5 王栩逸 高小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64 郭源杰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6 江洛賢                高小組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65 鄭珈鏗 初小組 聖公會靈愛小學

17 彭浚僖 高小組 光明英來學校 66 余景廉 高小組 道教青松小學

18 彭浚僑 初小組 光明英來學校 67 黃瀚頤 初小組 鐘聲學校

19 周業博 初小組 光明學校 68 李天悠 高小組

20 梁家皓 初小組 光明學校 69 梁天藍 高小組

21 陳耀全 初小組 光明學校 70 羅雋騫 初中組 九龍華仁中學

22 夏立軒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71 李恩誠 高中組 九龍華仁書院

23 張栢來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72 梁常禮 初中組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4 楊寶迪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73 羅浩文 初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5 鄭宇軒 高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74 蕭俊陞 初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26 郭政軒 初小組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75 王永誠 初中組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27 鄧信昶 高小組 宏信書院 76 李展霆 初中組 元朗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8 陳漾 初小組 周宋主愛幼兒園 77 陳力行 初中組 民生書院

29 李梓熙 高小組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78 王夾貫 初中組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30 翁諾恒 高小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79 連俊傑 高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31 練卓嵐 初小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80 岑嘉敏 初中組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32 劉卓燐 初小組 南元朗官立小學 81 麥嘉宇 初中組 英華書院

33 鄧健亨 初小組 南元朗官立小學 82 黃景輝 初中組 陳瑞祺（喇沙）書院

34 鄧賀穗 初小組 南元朗官立小學 83 楊廸朗 初中組 陳瑞祺（喇沙）書院

35 黃俊霖 高小組 英華小學 84 陳朗熹 高中組 匯賢書院

36 林頌宏 初小組 英華小學 85 韋智剛 初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7 古敬謙 初小組 迦密愛禮信小學 86 麥顥庭 初中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8 聶卓朗 初小組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87 李尚研 高中組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39 吳諾行 初小組 香港培正小學 88 溫俊傑 高中組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40 李樂兒 高小組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89 萬雋曦 高中組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41 馮柏熹 高小組 荃灣海壩街官立小學 90 馬維亮 高中組 聖言中學

42 黎梓匡 高小組 馬鞍山靈糧小學 91 張森斌 高中組 聖言中學

43 陳泓希 初小組 培基小學 92 甄崢嶸 高中組 聖言中學

44 林秉曦 高小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93 馬天朗 高中組 德信中學

45 邵祉軒 初小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94 余旨叡 初中組 德信中學

46 葉翔 初小組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95 陳嘉峻 初中組 德信中學

47 黎振飛 初小組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96 莊偉麒 初中組 樂道中學

48 康仲歡 高小組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97 許漢生 初中組 靈糧堂怡文中學

49 陳愷臻 高小組 聖公會仁立小學 98 蔡庚航 初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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