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賽組別 姓名 參賽組別 姓名 參賽組別 姓名 參賽組別 姓名
1 小學組 丁晓鑫 1 中學組 何煒樂 1 公開組 孔謙信 61 公開組 楊耀光
2 小學組 尹兆京 2 中學組 吳熠梵 2 公開組 王智韋 62 公開組 葉景昌
3 小學組 文光耀 3 中學組 李致遠 3 公開組 何澄波 63 公開組 葉嘉榮
4 小學組 王天朗 4 中學組 李學智 4 公開組 余盛智 64 公開組 雷雄才
5 小學組 王竣丰 5 中學組 林秉曦 5 公開組 余雄威 65 公開組 廖浩然
6 小學組 江洛賢 6 中學組 馬天朗 6 公開組 吳偉豪 66 公開組 廖頌庭
7 小學組 江健熙 7 中學組 馬綽謙 7 公開組 李永鍇 67 公開組 劉建中
8 小學組 何梓揚 8 中學組 張皓揮 8 公開組 李偉強 68 公開組 劉應昌
9 小學組 吳祈燊 9 中學組 莊偉麒 9 公開組 李順豪 69 公開組 潘煦斌

10 小學組 吳諾行 10 中學組 郭俊彥 10 公開組 李劍强 70 公開組 蔡永輝
11 小學組 李梓浩 11 中學組 陳弘望 11 公開組 李德望 71 公開組 蔡秋生
12 小學組 李靖軒 12 中學組 陳浚傑 12 公開組 李學勤 72 公開組 蔡偉雄
13 小學組 沈家熙 13 中學組 陳偉良 13 公開組 杜永光 73 公開組 黎康佑
14 小學組 肖澤凱 14 中學組 陳進傑 14 公開組 卓瑞榕 74 公開組 盧鴻駒
15 小學組 林子揚 15 中學組 陳達錚 15 公開組 周金勝 75 公開組 蕭錦華
16 小學組 林子敬 16 中學組 陳嘉樂 16 公開組 林子軒 76 公開組 霍誌強
17 小學組 林子翹 17 中學組 陳璟霆 17 公開組 林文偉 77 公開組 鍾康泓
18 小學組 林皓謙 18 中學組 曾富謙 18 公開組 林兆灼 78 公開組 鍾嘉俊
19 小學組 邱思宇 19 中學組 曾翱隼 19 公開組 林俊傑 79 公開組 簡嘉康
20 小學組 范宇曜 20 中學組 游展峰 20 公開組 林展健 80 公開組 譚偉倫
21 小學組 唐詠千 21 中學組 黃子謙 21 公開組 柯迪 81 公開組 關宇新
22 小學組 唐譽津 22 中學組 黃文諾 22 公開組 柯韋 82 公開組 關建新
23 小學組 夏立軒 23 中學組 黃卓熙 23 公開組 洪景彰 83 公開組 關培坤
24 小學組 夏頌謙 24 中學組 黃俊嘉 24 公開組 倫子雲
25 小學組 徐文喆 25 中學組 黃俊燊 25 公開組 夏學文
26 小學組 翁諾恒 26 中學組 黃桌皓 26 公開組 徐國基
27 小學組 張芷源 27 中學組 黃維 27 公開組 涂遠峻
28 小學組 梁卓希 28 中學組 黃澤豐 28 公開組 翁德强
29 小學組 梁信謙 29 中學組 趙凱榮 29 公開組 袁志強
30 小學組 梁國浚 30 中學組 劉俊雄 30 公開組 袁維堯
31 小學組 梁瑋珊 31 中學組 劉嘉俊 31 公開組 張均源
32 小學組 梁瑋軒 32 中學組 歐陽浩宇 32 公開組 張冠文
33 小學組 郭文韜 33 中學組 蔡偉雄 33 公開組 張國泰
34 小學組 郭展宏 34 中學組 蘇律齊 34 公開組 張富和
35 小學組 陳正朗 35 公開組 梁世明
36 小學組 陳泓希 36 公開組 梁國峰
37 小學組 陳朗毅 37 公開組 梁嘉龍
38 小學組 陳焯匡 38 公開組 莊友靖
39 小學組 陳焯匡 39 公開組 許嘉誠
40 小學組 陳達熹 40 公開組 連敬安
41 小學組 陳靖軒 41 公開組 郭育偉
42 小學組 陳蔚思 42 公開組 陳文錦
43 小學組 黄澤鋒 43 公開組 陳世生
44 小學組 傅泓皓 44 公開組 陳永樂
45 小學組 傅泓睎 45 公開組 陳志強
46 小學組 彭進謙 46 公開組 陳啟發
47 小學組 湯正顥 47 公開組 陳康程
48 小學組 馮文彬 48 公開組 陸永才
49 小學組 黃建皓 49 公開組 麥錦輝
50 小學組 葉駿明 50 公開組 黄岸英
51 小學組 廖子謙 51 公開組 黄敬慈
52 小學組 劉尙臻 52 公開組 單偉豪
53 小學組 劉洋 53 公開組 湯聰
54 小學組 歐陽天柏 54 公開組 程衞權
55 小學組 練卓嵐 55 公開組 馮家俊
56 小學組 黎振飛 56 公開組 黃安榮
57 小學組 黎梓匡 57 公開組 黃志賢
58 小學組 賴栩晴 58 公開組 黃義為
59 小學組 謝紫軒 59 公開組 黃寶權
60 小學組 謝紫澄 60 公開組 楊子傑
61 小學組 鍾柏謙
62 小學組 羅祉謙
63 小學組 譚健峰
64 小學組 譚博仁
65 小學組 關云彰
66 小學組 關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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