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組(S1-S6) 高小組(P4-P6) 初小組(P1-P3) 幼稚園組(K1-K3)

冠軍 林雪浠 冠軍 張翕妍 冠軍 劉浩霖 冠軍 葉毅朗

亞軍 葉蔚微 亞軍 向悦菲 亞軍 姚皓証 YIU CLIFFTON HO CHING 亞軍 鄭可兒

季軍 麥迅僑 MAK SHUN KIU 季軍 黃子迅 WONG TSZ SHUN 季軍 朱芊叡 季軍 樊苡淳 Chloe Fan

金獎 陳力僑 金獎 曹智婷 Emily Cho 金獎 黃奕斐 金獎 馮凱曈

金獎 楊凱璇 金獎 張語朔 金獎 黃熙桐 金獎 郭芍妍

金獎 吉祥 Ji Xiang 金獎 陳家朗 金獎 趙皓揚 金獎 莊俊霆

金獎 鄧潔心 金獎 曹智晴 Olivia Cho 金獎 林思妍 金獎 黃奕喬

金獎 曹穎榛 Wing Cho 金獎 蔡信希 金獎 陳希蘊 Chen Xi Yun 金獎 張詠芝

金獎 楊樂然 金獎 夏佩恩 Prudence 金獎 顏海琳 金獎 徐宇洋 Tsui Yu Yeung

金獎 潘凱澄 金獎 KWOK HO LAM 金獎 黃靖喬 金獎 姚昭悦

金獎 盧悅情 金獎 蘇渘鎂 金獎 林心瑜 金獎 梁皓嘉

金獎 王子瑜 金獎 林澔 金獎 陳學潤 Chen,Xuerun 金獎 鄺伽臻

金獎 曾栢熙 金獎 林心妍 金獎 陳諾兒 金獎 陳柏睿

銀獎 馮穎熙 金獎 HUI TIN WA 金獎 張芊悅 金獎 潘子晴

銀獎 林㑺羲 金獎 傅棣榮 Fu Di Rong Aiden 銀獎 李牧言 金獎 李譽勳

銀獎 梁健超 金獎 江柏琛 銀獎 鄧朗翹 金獎 陳睿翹

銀獎 符名成 金獎 黃天溢 銀獎 林卓妍 金獎 廖千月

銀獎 梁子茵 金獎 陳洛謙 銀獎 戴卓願 金獎 陳銘晉

銀獎 吳綽錤 金獎 黎善欣 銀獎 黃煦悦 金獎 甄佳雅

銀獎 袁慶曉 金獎 張芷源 Zhang Zhi Yuan 銀獎 曹智傑 Princeton Cho 銀獎 鄭德軒 ZHENG TAK HIN Dexter

銀獎 吳考桐 銀獎 何芯姸 銀獎 李晞浟 銀獎 謝永鏘

銀獎 陳學惠 Chen Xuehui 銀獎 陳哲信 銀獎 黃讌渟 銀獎 馬逸淳

銀獎 區子鍵 銀獎 莊子毅 銀獎 陳凱翹 銀獎 鄧柏希

銀獎 CHAN NOK HIN 銀獎 葉澍蕎 銀獎 吳㦤泰 銀獎 劉奕萳

銀獎 溫雅淇 Nga Kei Kiki Wan 銀獎 李沛熹 銀獎 左思穎 銀獎 李思齊

銀獎 曾栢熙 銀獎 湯永澤 Tang Wing Chak 銀獎 姚敏鏫 銀獎 陳倩如

銀獎 陳家若希 Chan,Ka Yeuk Hei 銀獎 陳智鑫 銀獎 何柏希 銀獎 李玥希

銀獎 鄭曉彤 銀獎 HANJI TONG 銀獎 山下美娜 Mina Yamashita  銀獎 鄧悦禧

銀獎 鄧鈺霖 銀獎 孫焯炬 SUN,Cheuk Kiu Christian 銀獎 楊樂希 銀獎 譚子悠

銀獎 杜諾宜 銀獎 許若嵐 銀獎 張予一 銀獎 徐睿琪 Rikki Xu 

銀獎 呂鎧兒 銀獎 李晞瑜 銀獎 尹忠淇 Ariel 銀獎 王語澄

銀獎 劉逸儒 銀獎 劉圓圓 銀獎 李棹楠 銀獎 李可妮 Nicole

銀獎 杜珀涂 銀獎 廖澤西 Edward  Liu 銀獎 Law Hang Sum 銀獎 馮晞晉

銀獎 歐家昇 銀獎 張昕童 銀獎 李懿淳 銀獎 陳皓駿

銀獎 李穎謙 銀獎 廖芷悠 銀獎 梁顥軒 銀獎 陳映潼

銀獎 孫梓樂 銀獎 鄧芷瑜 銀獎 雷柏晨 LEI GAVIN 銀獎 彭芊叡

銀獎 韋樂熙 銀獎 黎曜僖 銀獎 湯永晴 Tang yong qing 銀獎 李弈風

銀獎 黃芷睿 銀獎 梁葙貽 銀獎 葉毅謙 銀獎 黃致瑋

銀獎 李彥樂 銀獎 古世寧 銀獎 譚鈞蔚 銀獎 姚昭信

銀獎 陳彥琛 銀獎 程匡悠 銀獎 郭善珈 銀獎 Ng Yee Kiu

銀獎 戴皓陽 銀獎 馬敏稀 銀獎 蕭樂晴 銀獎 楊以純

銀獎 程熽軒 銀獎 趙栢熹 銀獎 賴智誠 Scott 銀獎 王康礽

銀獎 陳曉彤 銀獎 葉澍華 銀獎 Ashley Chu 銀獎 林靖媛

銅獎 陳晫謙 銀獎 陶子潔 銀獎 米知俍 Julian Mi 銀獎 文若晨 Twohood

銅獎 孫諾 銀獎 葉𣌀蔚 銀獎 徐珈彤 銀獎 鄒綽倫

銅獎 葉苡心 銀獎 王致仁 WONG CHI YAN 銀獎 黎芯妍 銀獎 袁溢謙

銅獎 盧姝妍 銀獎 黃君詠 銀獎 鍾晴 銀獎 姜希敏

銅獎 陳湙楓 銀獎 李芯悠 Li Sum Yau 銀獎 陳睿晴 銀獎 劉若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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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陳卓朗 銀獎 林覓 OLIVE LAM 銀獎 勞祉晴 銀獎 張穎翹

銅獎 Chan Tsz Yee 銀獎 黄俊銘 銀獎 葉憫程 銀獎 梁綽琳 Leung Cheuk Lam

銅獎 歐陽政謙 銀獎 鄭宇翀 銀獎 李錠溱 銀獎 羅泓正

銅獎 羅芊妤 銀獎 陳希翹 銀獎 黃子倬 銀獎 劉橀灆 Lau Lsara

銅獎 周晞桐 銀獎 林釺瑩 銀獎 陳芊桐 銀獎 曹重孜

銅獎 羅濬霖 銀獎 植珮嘉 銀獎 CHENG WING KA 銀獎 張新岷

銅獎 梁潁栥 銀獎 陳諾瑤 銀獎 邱星照 CHIU HSING CHAO 銀獎 陳熙瑩 CHAN HEI YING

銅獎 陳綽庭 銀獎 吳鈊姸 銀獎 鄧蓁展 TANG TSUN CHIN 銀獎 趙希妍 Chiu Hei Yin Charlene

銅獎 陳綽芯 銀獎 周卓南 銀獎 張芷暚 Zhang Violet Zhiyao 銀獎 黃熙林

銅獎 梁紫盈 銀獎 WONG PUI CHING 銅獎 麥善晴 銀獎 羅梓桀

銅獎 唐樂晴 銀獎 CHOW HANNAH SZE WAI 銅獎 葉曉宜 銀獎 陳煦哲

銅獎 張依旻 銀獎 麥天蔚 MAK TIN WAI 銅獎 麥紫涵 MAI ZIHAN 銀獎 徐靜

銅獎 何睿翹 銀獎 劉彥菁 LIU YIN CHING 銅獎 余知非 Athena Zhifei Yu 銀獎 周晉琛

銅獎 麥衍嵐 銀獎 黃雪晴 銅獎 林承羲 銀獎 庾凱舒

銅獎 羅心攸 銀獎 竺亞坤 銅獎 蘇晉灝 銀獎 陳譆迅

銅獎 王思睿 銀獎 陳婉恩 Chen Yuan Yan 銅獎 范卓頤 銀獎 尹駿遇

銅獎 蔡玥彤 銀獎 吳匡翹 銅獎 梁瑾澄 銀獎 蒲玥兒

銅獎 吳紫玥 銀獎 何心柔 銅獎 麥天晴 MAK TIN CHING 銀獎 何倩瑜

銅獎 梁柏迪 銅獎 林濼銦 Lam Lok Yan Reya 銅獎 徐晙銘 銀獎 張希而

銅獎 朱孝元 銅獎 林靖然 銅獎 黃楚蘅 銅獎 劉芊淑

銅獎 賴昕尚 銅獎 NG tsz ying 銅獎 馬柏芯 銅獎 梁樂澄

銅獎 李夢琦 銅獎 Siu Wing Hei 銅獎 黃孝揚 銅獎 余詩涵 YU ALMIRA SZE HAM

銅獎 李凱銘 銅獎 楊茵晴 銅獎 蔡樂珩 銅獎 黎譪儀

銅獎 葉柏皓 銅獎 楊晉昊 銅獎 施曉芯 銅獎 黃泳喬 Wong Wing Kiu Chloe

銅獎 張昱辰 銅獎 趙穎潼 銅獎 張馨元 銅獎 曾是如

銅獎 卓芊蔚 銅獎 王晞桐 銅獎 LI HIU CHING 銅獎 黎文晞

銅獎 卓麗敏 銅獎 林詩恩 銅獎 DU YU TUNG 銅獎 鄭梓朗

銅獎 簡美姿 銅獎 張婧潔 銅獎 山下裕樹 Yuki Yamashita  銅獎 黃梓霖

銅獎 何紫晴 銅獎 黎熹潼 銅獎 莫汶羲 銅獎 黃柏熹

銅獎 林茵蕎 銅獎 徐晞語 銅獎 李芷飛Ginny 銅獎 陳詩詩

銅獎 陳欣霖 銅獎 杜奇洛 To K Lok 銅獎 胡倬燦 Clement Cerbourg 銅獎 黎芷彤

銅獎 李曦晴 銅獎 蘇柏熹 銅獎 潘政 銅獎 賴萱霏

銅獎 胡曦姿 銅獎 郭晞朗 銅獎 戴煦晉 銅獎 俞亭希 YUE TING HEI

銅獎 黃深柏 銅獎 陳芷莹 銅獎 梁愷恩 銅獎 鄧懿潁

銅獎 陳佩攸 銅獎 鄺心柔 銅獎 張家怡 銅獎 宋勤中 SONG Jonathan Francis Kan Chung

銅獎 Lam Chi Lin 銅獎 龍政言 銅獎 麥慧心 銅獎 莊芷甄 Tiffany Chong

銅獎 陳熙潼 銅獎 廖梓丞 銅獎 江祉駿 Kong Tsz Chun 銅獎 姚星妍

銅獎 張天澄 銅獎 黃雅婕 WONG NGA TIST 銅獎 艾莉雅 Mushtaque Alia 銅獎 梁清心

銅獎 鄺沚妤 銅獎 王梓匡 銅獎 馬梓謙 MA TSZ HIM HIMSON 銅獎 曾暘霖

銅獎 鍾穎彤 銅獎 黃以喆 銅獎 王芊悅 銅獎 杉原彩夏

銅獎 陳浩揚 銅獎 司徒雪嵐 銅獎 王恩悅 銅獎 鄒昕同

銅獎 Wu Wing Sum 銅獎 何昕澄 銅獎 姚振博 銅獎 馮楒恩

銅獎 陳明莉 銅獎 Tsang Tsz Ho 銅獎 黎曜維 銅獎 陳以凡

銅獎 陳焯鍵 銅獎 鄭昉緣 銅獎 郭定芹 銅獎 楊梓靖

銅獎 鄭政諺 銅獎 陶沛晴 銅獎 賴夢琦 銅獎 黎洛銦

銅獎 施政霖 銅獎 莫剴晴 銅獎 李卓珈 銅獎 招柏晞

銅獎 郭穎琳 銅獎 黎善行 銅獎 黃梓樂 銅獎 何彦彤

銅獎 郭可嵐 銅獎 楊敖 銅獎 何珞彤 銅獎 Tsang Tsz Yu Bella

銅獎 周奕羲 銅獎 陳思敏 銅獎 張琛玥 銅獎 李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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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吳卓嵐 銅獎 程子珊 銅獎 張紫瑩 銅獎 李奕樂

銅獎 李芯妍 銅獎 李樂瑤 銅獎 謝旭昇 銅獎 曾苡迪

銅獎 黃樂之 銅獎 蔡子晴 銅獎 王筠潼 銅獎 蔡岢岄

銅獎 謝鈱浩 銅獎 李明恩 銅獎 劉靜安 銅獎 黃詠喬

銅獎 吳裔雅 銅獎 黃以希 銅獎 羅伊煒 銅獎 梁梓瑩 AVERY LEUNG

銅獎 陳栢謙 銅獎 李曉晴 銅獎 鄭希潼 Cheng Hei Tung Jeannie 銅獎 盧禧賢	

銅獎 馮博文 銅獎 王暘皓 銅獎 吳樂瀅 銅獎 吳柏熹

銅獎 柯芊璕 銅獎 彭晞晴 銅獎 江祉妤 Kong Tsz Yu 銅獎 黃秉禧

銅獎 吳晴 銅獎 陳建弘 銅獎 黎信佑 銅獎 陳曉駿

銅獎 周晉賢 銅獎 林芷榆 銅獎 包殷慈 銅獎 朱靖童

銅獎 伍弘晞 銅獎 曾芷妤 銅獎 吳映慈 銅獎 李弈澄

銅獎 何心睿 銅獎 李懿晴 銅獎 張佑丞 銅獎 文敏

銅獎 周睿峰 銅獎 龍沁攸 銅獎 張佑瑞 銅獎 劉浩森

銅獎 陳梓琳 銅獎 潘禹 銅獎 區凱澄 銅獎 蘇芯諾

銅獎 植旻樂 銅獎 劉佩筠 銅獎 李芷晴 銅獎 關皓勻 Kwan Ho Wan

銅獎 嚴璈霆 銅獎 盧晏糴 銅獎 熊天恩 銅獎 梁紫玥

銅獎 陳奕荇 銅獎 余晉亨 銅獎 吳欣希 銅獎 莊梓醇 Stephanie Chong 

銅獎 陳紫晴 銅獎 林子軒 銅獎 LAW HEI KIU 銅獎 王愷瑩

銅獎 陳珮嘉 銅獎 張雅雯 銅獎 李若藍 銅獎 鄧子霖

銅獎 林雋琋 銅獎 Lee wai sum 銅獎 杉原櫻羅 銅獎 列浠渝

銅獎 周曉昕 銅獎 黃紫穎 銅獎 彭曉萌 銅獎 張悉惜 Cherelle

銅獎 Kee Nga Hei 銅獎 葉翱心 銅獎 馬皓兒 銅獎 羅柏縈

銅獎 林天楠 銅獎 潘希澄 銅獎 王祉澄 銅獎 禤子羽

銅獎 石柏喬 銅獎 胡芷雯 銅獎 陳宏傑 銅獎 劉冠宏

銅獎 陳意萱 銅獎 張欣悅 銅獎 王藴希 銅獎 袁品程

銅獎 何行健 銅獎 周煜軒 銅獎 杜以芯 銅獎 郭家宏

銅獎 傅駿軒 銅獎 謝稀嵐 銅獎 施達謙 銅獎 業靖堃

銅獎 彭冠林 銅獎 王雨桓 銅獎 林語謙 銅獎 陳卓逸

銅獎 黃紫筠 銅獎 張正 銅獎 黃子妤 銅獎 陳楒琳

銅獎 沈日伽 銅獎 葉津佑 銅獎 林琳 銅獎 ZHU TSZ MING

優異獎 張梓靖 銅獎 林婥昕 銅獎 戴浚峰 銅獎 曾芊媃

優異獎 黃樂兒 銅獎 冼梓燁 銅獎 林琬喻 銅獎 Lai Hoi Nam Hannah

優異獎 李鍶穎 銅獎 佘婉甄 優異獎 林安忻 銅獎 鄧芮琦

優異獎 黃永逸 銅獎 石芷欣 優異獎 呂學信 銅獎 鄭一一

優異獎 黃紫誼 銅獎 NG TSZ SUM 優異獎 丘綽霆 銅獎 Kan Hau Wun

優異獎 莊芯澄 銅獎 NG YU SUM 優異獎 丘蔚藍 銅獎 鍾晞琳

優異獎 楊庭椲 銅獎 李彥晴 優異獎 王之悦 銅獎 李奕廷

優異獎 杜沚莜 銅獎 王熙言 優異獎 王逸 銅獎 鄧裕林

優異獎 李一心 銅獎 劉也正 優異獎 林硏昊 銅獎 戴湘琳

優異獎 蘇駱嬨 銅獎 余境淋 優異獎 何筱奷 銅獎 周樂怡

優異獎 吳辰鋒 銅獎 鄧浩臣 優異獎 吳澔霆 銅獎 鍾晞朗

優異獎 李詩晴 銅獎 歐津而 優異獎 李芷嬈 銅獎 范诗媛

優異獎 鄧凱晴 銅獎 胡士心 優異獎 林焯楠 銅獎 王沛峰

優異獎 謝睿恩 銅獎 崔栢僖 優異獎 翁僡明 銅獎 李栩淇

優異獎 鄧白琛 優異獎 翁子韜 優異獎 袁子涵 銅獎 黃翊恆

優異獎 劉栐童 優異獎 麥梓穎 優異獎 莊皓綸 銅獎 王霨臻

優異獎 郭正熹 優異獎 彭紫岐 優異獎 莊靖舜 銅獎 羅泳柏

優異獎 楊芯語 優異獎 麥雅妍 優異獎 梁志烜 銅獎 周冬雨

優異獎 陳皓舜 優異獎 黃潔瀅 優異獎 梁鎧昕 銅獎 方澄



中學組(S1-S6) 高小組(P4-P6) 初小組(P1-P3) 幼稚園組(K1-K3)

第二屆倫敦參展賽得獎名單

參加人數: 1057人

優異獎 范雍怡 優異獎 周諾兒 優異獎 梁鈺淋 銅獎 HANSON MO

優異獎 范貝而 優異獎 彭㦤蕎 優異獎 郭祈恩 銅獎 Chang Xun Fei

優異獎 蘇靖蕎 優異獎 陳旨晴 優異獎 勞祉瑩 銅獎 LEE Andrea Nga Shun

優異獎 許宥琛 優異獎 彭顯晴 優異獎 曾祉灝 銅獎 郭禹蕎

優異獎 梁熙曼 優異獎 馮芯妤 優異獎 黃焯然 銅獎 王藴玥

優異獎 張逸朗 優異獎 歐陽喜祥 優異獎 潘德仁 銅獎 LIN HO LAM

優異獎 黃俊廷 優異獎 虞喜謙 優異獎 陳芷英 銅獎 樊苡淳

優異獎 陳俊諾 優異獎 黃皓晴 優異獎 陳令色 銅獎 陳巧瀅

優異獎 廖沛欣 優異獎 樊綽諾 優異獎 駱宇澄 銅獎 柯浩僑

優異獎 黃瀚林 優異獎 劉曉悠 優異獎 陳樂兒 銅獎 張倖瑜

優異獎 張子朗 優異獎 樊譽晴 優異獎 陳穎彤 銅獎 葉適之

優異獎 張心盈 優異獎 榮㦤澄 優異獎 黃冠延 銅獎 施皓霖

優異獎 陳翊恆 優異獎 趙雅晴 優異獎 韓綽昇 銅獎 LEE YUI HEI

優異獎 黃於藍 優異獎 黃芷晴 優異獎 陳藍淋 優異獎 蘇貝而

優異獎 阮浩天 優異獎 劉芯妍 優異獎 羅榮昇 優異獎 陳依楠

優異獎 陳諾宜 優異獎 黎家晴 優異獎 林榮仁 優異獎 黃玥熙

優異獎 呂心柔 優異獎 練睿瑜 優異獎 何榮軒 優異獎 何鎧雯

優異獎 楊汝靜 優異獎 黎芊穎 優異獎 郭靖瑜 優異獎 陳玥曈

優異獎 羅卓橦 優異獎 賴稀嵐 優異獎 陳靖希 優異獎 Kowk Tze Ching

優異獎 呂宇晴 優異獎 謝誠天 優異獎 郭靖希 優異獎 周雅澄

優異獎 蔡樂群 優異獎 關靖喬 優異獎 何倬慧 優異獎 許康礽

優異獎 焦界燁 優異獎 龔志雄 優異獎 鄧彤希 優異獎 王子立

優異獎 陳棟 優異獎 李雯淇 優異獎 于彤 優異獎 林紫芊

優異獎 陳潤銘 優異獎 湛幸璇 優異獎 陳詰澄 優異獎 廖弈帆

優異獎 楊俊廷 優異獎 黃皓峰 優異獎 李詰慧 優異獎 陳彥臻

優異獎 陳沃城 優異獎 鄒欣庭 優異獎 李昀 優異獎 林皓謙

優異獎 賴詩霖 優異獎 謝嘉儀 優異獎 鄧慧洳 優異獎 尹基恩

優異獎 江紫盈 優異獎 曾苑澄 優異獎 李慧珊 優異獎 林善洳

優異獎 李妍希 優異獎 鄭格僑 優異獎 翁貝柔 優異獎 HUNG SIN YING

優異獎 周治廷 優異獎 陳晞桐 優異獎 李皓陽 優異獎 劉雪柔

優異獎 林懿 優異獎 梁梓洋 優異獎 李熽軒 優異獎 呂柏建

優異獎 張翊朗 優異獎 黃懿恩 優異獎 陳允兒 優異獎 梁竣銘

優異獎 陳熹汶 優異獎 黃雅淇 優異獎 陳貝悠 優異獎 蔡湙楓

優異獎 許予晴 優異獎 馮譯襌 優異獎 張靖錡 優異獎 盧沐荷

優異獎 許泳釺 優異獎 劉卓軒 優異獎 戴映匋 優異獎 郭展陞

優異獎 冼睿晴 優異獎 黎芷睿 優異獎 何婧彤 優異獎 岑伊澄

優異獎 鄒芷瑜 優異獎 李尚熹 優異獎 張朗謙 優異獎 LAW Siu Lung

優異獎 楊啟賢 優異獎 黎悦菲 優異獎 謝子翹 優異獎 曾諾晴

優異獎 鄭雨霏 優異獎 向浠瑜 優異獎 高弈霖 優異獎 陳予曦

優異獎 鄭鈺瀅 優異獎 藍坤榕 優異獎 鄭美詩 優異獎 鄭芊澄

優異獎 劉熙泓 優異獎 李梓悦 優異獎 李敏稀 優異獎 曹奕銘

優異獎 鄭棨政 優異獎 Lee Tsz Yin 優異獎 馬銥墁 優異獎 陳睿峯

優異獎 鄭洛 優異獎 劉孝賢 優異獎 王紫茵 優異獎 Suen Yuen Hin

優異獎 鄭鎧兒 優異獎 閆朗軒 優異獎 龔雨哲 優異獎 陳懿津

優異獎 劉沛君 優異獎 Lam Hei Man 優異獎 龔沛晴 優異獎 李若羽

優異獎 Chong Ching Kiu 優異獎 Wu Ching Kiu 優異獎 陶敏希 優異獎 黎以樂

優異獎 曾天時 優異獎 Ching Hei Kiu 優異獎 廖濼言 優異獎 駱丞軒

優異獎 鄭凱儀 優異獎 Gao Kei Man 優異獎 柯焯琳 優異獎 鄭恩悅

優異獎 陳鈺淇 優異獎 Man Ching Yan 優異獎 朱佩庭 優異獎 黃暘皓



中學組(S1-S6) 高小組(P4-P6) 初小組(P1-P3) 幼稚園組(K1-K3)

第二屆倫敦參展賽得獎名單

參加人數: 1057人

優異獎 陳錦樺 優異獎 Tsang Chi Lok 優異獎 霍佩恩 優異獎 王濼因

優異獎 蔡承慶 優異獎 Hung Yin Ho 優異獎 嚴梓堯 優異獎 王樂希

優異獎 汪逸儒 優異獎 Hung Chit 優異獎 嚴可涵 優異獎 楊樂詩

優異獎 Lee Chung Kee 優異獎 Chung Sum Yuet 優異獎 付曉彤 優異獎 李晉昊 

優異獎 杜天恩 優異獎 Lo Man Lok 優異獎 程熠涵 優異獎 李霈渝

優異獎 梁媛 優異獎 Tang Daryl 優異獎 謝逸楠 優異獎 潘致堯

優異獎 王鉦諺 優異獎 Yu Karina 優異獎 陳婉倩 優異獎 丘予澄

優異獎 梁思穎 優異獎 Yu Chin Ching 優異獎 黃廷熙 優異獎 鄭懿霖

優異獎 左鳴峰 優異獎 Hung Shing Cheuk 優異獎 楊芍嵐 優異獎 黃卓朗

優異獎 梁彥瑜 優異獎 Tsang Yan Kiu 優異獎 盧倩晞 優異獎 歐陽潁妍

優異獎 陳紫瑩 優異獎 崔亦晨 優異獎 鄭栢睿 優異獎 蔡孝延

優異獎 梁緯亮 優異獎 文凱淳 優異獎 鄧芯睿 優異獎 徐珮淇

優異獎 溫緻穎 優異獎 張好慈 優異獎 梅子霖 優異獎 廖鈊悠

優異獎 陳璦珈 優異獎 伍衍翀 優異獎 梅煦朗 優異獎 王善琋

優異獎 鄭珺賢 優異獎 松本梓熒 優異獎 馮其陞 優異獎 張肇碩

優異獎 歐芷喬 優異獎 王詩嬅 優異獎 楊樂晴 優異獎 黃峻宏

優異獎 盧皓朗 優異獎 江卓翹 優異獎 梁博宇 優異獎 劉皓信

優異獎 鄭卓盈 優異獎 何菀婷 優異獎 范雅翹 優異獎 龍欣琪

優異獎 蕭卓曈 優異獎 李采樺 優異獎 郭曉彤 優異獎 謝珮瑜

優異獎 盧浠穎 優異獎 唐凱慈 優異獎 楊皓朗 優異獎 CHAU MAN CHUN

優異獎 歐陽悅濤 優異獎 周浠彤 優異獎 PANG SIN CHING 優異獎 盧逸言

優異獎 蘇沛柔 優異獎 周芳 優異獎 姜卓軒 優異獎 劉逸朗

優異獎 陳珀涂 優異獎 翁詩雅 優異獎 林悅妍 優異獎 劉子晴

優異獎 歐靖 優異獎 陳雅愉 優異獎 梁晫謙 優異獎 馬子箖

優異獎 吳可嵐 優異獎 麥天晴 優異獎 孫玥喬 優異獎 劉榆澄

優異獎 呂紫妤 優異獎 劉幸知 優異獎 LAM TING HIM 優異獎 劉穎怡

優異獎 李顥喬 優異獎 蔡宛臻 優異獎 賴可喬 優異獎 Pang See Ying

優異獎 王家昇 優異獎 謝灝伸 優異獎 袁樂澄 優異獎 Pang See Kee

優異獎 韋穎謙 優異獎 韓子晉 優異獎 黎峻瑜 優異獎 李䁱柔

優異獎 葉梓樂 優異獎 蘇愷兒 優異獎 劉焯琳 優異獎 丁芯悅

優異獎 黃子策 優異獎 區彥琛 優異獎 麥諾 優異獎 王仲堯

優異獎 尙絢靈 優異獎 蘇彥樂 優異獎 冼苡心 優異獎 古家衡

優異獎 余樂熙 優異獎 戴敏妍 優異獎 陳玥如 優異獎 伍安蕎

優異獎 黃珮銘 優異獎 戴兆康 優異獎 林思晴 優異獎 李毅思

優異獎 謝文樂 優異獎 謝穎怡 優異獎 Kowk Yui Lam 優異獎 凌梓朗

優異獎 嚴昭懿 優異獎 李晞潼 優異獎 廖文睿 優異獎 郭昭華

優異獎 文藹琳 優異獎 王欣橋 優異獎 關鈶炫 優異獎 曾樂謙

優異獎 何瑋恩 優異獎 何承軒 優異獎 蔡喬羽 優異獎 陳朗溢

優異獎 余迪丞 優異獎 李家騫 優異獎 謝子桐 優異獎 陳朗謙

優異獎 余雅妍 優異獎 余心妍 優異獎 鄧心絃 優異獎 曾家齊

優異獎 余穎琛 優異獎 林雋睿 優異獎 王炳賢 優異獎 羅家瑩

優異獎 余明恩 優異獎 林穎怡 優異獎 郭渝睎 優異獎 盧姵喬

優異獎 吳欣樺 優異獎 余享綿 優異獎 黃姝妍 優異獎 盧梓茹

優異獎 吳浩然 優異獎 李洛儀 優異獎 陳芯雅 優異獎 Chan Tsz Ying

優異獎 李梓彤 優異獎 李昊然 優異獎 鄭柏圖 優異獎 羅肖羽

優異獎 李智恩 優異獎 張昊翔 優異獎 劉釺瑩 優異獎 張政謙

優異獎 陳煜軒 優異獎 張若晨 優異獎 林芯言 優異獎 胡晞桐

優異獎 周煜瑋 優異獎 紀雅雯 優異獎 劉于軒 優異獎 黃意凡

優異獎 林昕朗 優異獎 張子謙 優異獎 馮家淳 優異獎 陳卓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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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數: 1057人

優異獎 林欣瑜 優異獎 張美懿 優異獎 謝栢淳 優異獎 劉時悅

優異獎 林俊樂 優異獎 潘美懿 優異獎 譚芷妤 優異獎 許芊妤

優異獎 林錦雯 優異獎 黃信希 優異獎 譚海嵐 優異獎 周知行

優異獎 祁琸峰 優異獎 潘皓云 優異獎 魯駿霖 優異獎 劉瀟鋒

優異獎 林姜圓 優異獎 鄭智誠 優異獎 麥樂心 優異獎 羅以琳

優異獎 鄭祺煊 優異獎 賴仲庭 優異獎 梁凱晉 優異獎 劉晉韜

優異獎 張加霖 優異獎 譚樂兒 優異獎 李雪瑩 優異獎 黃晞桐

優異獎 張晉庭 優異獎 李善兒 優異獎 雷烙希 優異獎 鄭因而

優異獎 張梓睿 優異獎 何莃妤 優異獎 黎沃城 優異獎 羅晞悠 

優異獎 張淳博 優異獎 何梓皓 優異獎 羅詩穎

優異獎 張錦兒 優異獎 袁悦朗 優異獎 Shih Ho Law

優異獎 曹惠淇 優異獎 彭煦蓁 優異獎 吳翠茹

優異獎 梁以琳 優異獎 陳天佑 優異獎 胡逸朤

優異獎 梁卓楠 優異獎 陳駿軒 優異獎 梁昊恩

優異獎 梁道明 優異獎 黃靜妤 優異獎 陳炫峰

優異獎 梁頌匡 優異獎 劉璟叡 優異獎 陳昕嵐

優異獎 梁熒珊 優異獎 蔡賀嵐 優異獎 梁子灃

優異獎 梁爾信 優異獎 鄭景暘 優異獎 林姿辰

優異獎 章天賜 優異獎 欒芍妍 優異獎 王譽翀

優異獎 莊正謙 優異獎 Man Chi Lok 優異獎 汪韋嵐

優異獎 莊正灝 優異獎 郭傲翔 優異獎 林君鳴

優異獎 許芷悠 優異獎 李棋翔

優異獎 陳心洛 優異獎 張芳宜

優異獎 曹貝思 優異獎 張紫嵐

優異獎 郭一琛

優異獎 徐君娜

優異獎 郭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