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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個人賽晉級決賽（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曾思敏 粉嶺官立小學
2 鄭志 英華小學
3 蘇熙竣 聖公會仁立小學

小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100名（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王千嬅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 王傲泓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3 王筠婷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4 王澤晞 沙田官立小學
5 王澤楷 太古小學
6 丘逸衡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7 古維鈞 沙田官立小學
8 司徒建林 沙田官立小學
9 伍津儀 聖公會仁立小學
10 江美怡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11 江致遠 沙田官立小學
12 江銳星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13 池淑棋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14 池淑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15 何翠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16 何驕藍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17 余鈺妍 大坑東宣道小學
18 吳澤汶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19 吳澤賢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 吳騰逸 沙田官立小學
21 李仕成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2 李民亨 聖公會仁立小學
23 李君盈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24 李梓禧 天主教善導小學
25 李凱玲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26 李焯瀅 沙田官立小學
27 李諾瑤 秀明小學
28 沈　盈 粉嶺官立小學
29 沈曉潼 坪石天主教小學
30 邢琬峰 粉嶺官立小學
31 阮兆銘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32 阮焯楠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33 周上仁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34 周至豐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35 周梓諾 沙田官立小學
36 周穎儀 大坑東宣道小學
37 林佩欣 大坑東宣道小學
38 林柏均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39 林澤奇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40 邱宇晴 聖公會仁立小學
41 邱愛雯 寶覺分校
42 柯勛耀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43 韋　盈 道教青松小學
44 倫曉韻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45 徐希怡 華德學校
46 高嘉彤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47 張卓文 大坑東宣道小學
48 張雪琳 秀明小學
49 張凱芹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50 張穎欣 秀明小學
51 張顯樂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52 曹衍暉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53 梁永盛 坪石天主教小學
54 梁健豪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55 梁皓然 英華小學
56 莫鈞婷 坪石天主教小學
57 莫維忻 華德學校
58 許家耀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59 郭子杰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60 郭立軒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61 陳民希 秀明小學
62 陳明欣 大坑東宣道小學
63 陳采琳 秀朋小學
64 陳柏諭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65 陳美玲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66 陳祖耀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67 陳鈞浩 天主教佑華小學
68 陳煒謙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69 陳曉敏 大坑東宣道小學
70 陳錦曦 沙田官立小學
71 麥海晉 大坑東宣道小學
72 彭娟紅 寶覺分校
73 曾娉婷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74 雲靖貽 聖公會仁立小學
75 馮芊潼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76 黃朗嵐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77 黃善俞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78 黃煒程 英華小學
79 黃睿盈 沙田官立小學
80 黃睿康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記念小學
81 萬淑敏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82 劉向臻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83 劉穎彤 道教青松小學
84 潘以琳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85 潘曉妍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86 蔡樂恆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87 鄭宇鑫 聖公會主恩小學
88 蕭娉婷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89 賴嘉宇 粉嶺官立小學
90 謝梓朗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91 謝澄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92 鍾裕靈 坪石天主教小學
93 鍾嘉朗 聖公會榮真小學
94 簡詩韻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95 魏子旻 英華小學
96 羅尚然 英華小學
97 譚伊皓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98 譚達恆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99 關毅盈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00 嚴貝兒 聖公會榮真小學

中學組晉級決賽（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王悅堯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2 梁啟樞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3 鄭志城 英華書院

中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100名（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尹福聯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 文子銘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3 王文宇 伊利沙伯中學
4 王俊元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5 王棕彥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6 王善薇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7 甘泳楠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8 伍漫宜 九龍塘香島中學
9 朱穎詩 裘錦秋中學（屯門）
10 江　汶 迦密聖道中學
11 江展鵬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2 江恩怡 迦密聖道中學
13 何宛霖 聖保祿中學
14 吳浩然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15 呂美珊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6 李永健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17 李兆康 余振強紀念中學
18 李思佩 文理書院（香港）
19 李倩媚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 李皞年 英華書院
21 李彥熹 荃灣官立中學
22 杜劭禧 伊利沙伯中學
23 沈 樂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4 周正賢 聖保羅書院
25 周琬瑩 九龍塘香島中學
26 周穎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7 林 安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28 林禮勤 聖馬可中學
29 邱禮豪 伊利沙伯中學
30 金嘉莉 九龍塘香島中學
31 范加力 五邑司徒浩中學
32 韋逸樑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33 徐卓藍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34 袁志豪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35 袁依霖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36 袁靖雅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37 馬綵蔚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38 區穎恩 聖嘉勒女書院
39 張港輝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40 張彥芝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41 梁樂曦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42 梁藍支 聖公會陳融中學
43 莊燦鴻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44 郭懿穎 聖保祿中學
45 陳君怡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46 陳俊宇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47 陳偉林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48 陳婉婷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49 陳雅喬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0 陳頌文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51 陳嘉浩 南屯門官立中學
52 陳銘彥 聖馬可中學
53 陳曉琳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54 陳穎德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55 曾子健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56 馮納天 英華書院
57 馮嘉萍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58 黃啟剛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59 黃梓楓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60 黃雪敏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61 楊家閔 裘錦秋中學（葵涌）
62 楊梓康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63 溫冠鴻 喇沙書院
64 葉家貝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65 葛凱雯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66 雷逸童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67 甄海亮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68 蒙鮮榕 寶覺中學
69 劉旨行 伊利沙伯中學
70 劉純清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71 劉靖怡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72 劉慶龍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73 歐文儀 九龍塘香島中學
74 歐寶怡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75 潘 儀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76 蔡淳標 文理書院（香港）
77 鄭雨婷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78 鄭澤森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79 鄧文杰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80 鄧志友 九龍塘香島中學
81 鄧俊成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82 黎皓天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83 黎皓麟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84 盧海欣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85 蕭藹婷 聖保祿中學
86 駱芳靈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87 龍汶欣 寶血女子中學
88 謝文慧 聖保祿中學
89 顏爾良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90 羅康庭 喇沙書院
91 羅婧宜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92 羅 斯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93 羅竣之 聖言中學
94 羅楚翹 播道書院
95 羅嘉進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96 羅曉雯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97 譚愛鈴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98 譚樂謙 播道書院
99 蘇怡炯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100 蘇慶鴻 聖言中學

大學組晉級決賽（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溫霆鈞 香港大學
2 董芸汶 香港城市大學
3 鄧瑋麟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100名（按姓氏筆劃排名）
編號 姓名 學校
1 丁偉加 香港城市大學
2 尹正輝 香港中文大學
3 王若希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分校
4 王陸奇 香港中文大學
5 王滔滔 香港中文大學
6 司徒煥松 香港中文大學
7 史世玉 香港理工大學
8 田思奇 香港浸會大學
9 伍月薇 香港浸會大學
10 江　凌 珠海學院
11 何俊滔 香港中文大學
12 何夢潔 香港浸會大學
13 何　臻 香港理工大學
14 何顯舜 香港中文大學
15 余俊龍 香港中文大學
16 余皓然 香港中文大學
17 吳子樂 香港大學

18 吳煒豪 香港中文大學
19 呂偉昌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0 呂偉經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21 宋伊媛 香港大學
22 岑健樂 香港科技大學
23 李志軒 香港中文大學
24 李 昀 香港浸會大學
25 李俊傑 香港中文大學
26 李建舜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27 李思敏 香港城市大學
28 李嘉亨 香港理工大學
29 沈天愛 香港中文大學
30 肖 海 香港理工大學
31 周彥婷 香港中文大學
32 周津霖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33 林海龍 香港浸會大學
34 林億群 香港中文大學
35 林億豪 香港中文大學
36 邵俊潮 香港浸會大學
37 俞駿臨 香港中文大學
38 洪家明 香港浸會大學
39 胡嘉欣 嶺南大學
40 唐加樂 香港中文大學
41 徐永炘 香港中文大學
42 徐 為 香港浸會大學
43 徐勝程 香港樹仁大學
44 高俊文 珠海學院
45 高瀚揚 香港中文大學
46 張雨賢 香港教育學院
47 張偉花 香港公開大學
48 張靜姝 香港理工大學
49 梁家欣 香港中文大學
50 梁國衡 香港中文大學
51 梁愷萱 香港中文大學
52 莫傑舜 香港中文大學
53 許詠琳 香港浸會大學
54 陳秀青 嶺南大學
55 陳卓文 香港中文大學
56 陳采薇 香港中文大學
57 陳俊杰 香港中文大學
58 陳俊禧 香港中文大學
59 陳朗峰 香港中文大學
60 陳敏萱 香港中文大學
61 陳 雋 香港中文大學
62 陳嘉輝 香港城市大學
63 陳穎欣 香港浸會大學
64 陳顯宗 香港城市大學
65 陳 欣 香港公開大學
66 陸雅昌 香港樹仁大學
67 麥倩婷 香港中文大學
68 麥家妍 香港教育學院
69 彭錦兒 香港大學
70 曾文龍 香港中文大學
71 游理釗 香港中文大學
72 賀疆澔 香港中文大學
73 黃文朗 香港中文大學
74 黃俊安 香港中文大學
75 黃偉洛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76 黃嘉雯 香港中文大學
77 黃維姍 珠海學院
78 黃曉嵐 珠海學院
79 黃露以 香港浸會大學　
80 楊一尖 香港中文大學
81 楊 格 香港中文大學
82 楊嘉儀 香港中文大學
83 楊慧儀 香港中文大學
84 葉國鏘 香港中文大學
85 葉臻羲 香港中文大學
86 葉顈珊 珠海學院
87 葉穎雯 香港理工大學
88 鄒海 香港城市大學
89 劉煒業 香港中文大學
90 潘家曦 香港中文大學
91 鄭佳麗 香港中文大學
92 鄭芷輝 香港中文大學
93 鄧子謙 香港中文大學
94 鄧曉聰 香港中文大學
95 盧伏夷 嶺南大學
96 盧筱汀 香港大學
97 戴永濠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
98 羅媛媛 香港城市大學
99 譚健成 香港中文大學
100 關仲明 香港中文大學

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中 華 歷 史 知 多 少

有關獎勵領取事宜，請留意最新公布和通知。

個 人 賽 預 賽 成 績

團 隊 賽 學 校 預 賽 成 績
小學組團隊賽晉級決賽（按筆劃排名）
聖公會榮真小學B隊
道教青松小學A隊
優才書院（小學部）

小學組團隊賽優異金獎（4-10名）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A隊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B隊
道教青松小學B隊
英華小學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B隊
聖公會日修小學B隊

中學組團隊賽晉級決賽（按筆劃排名）
喇沙書院
聖言中學A隊
聖保祿中學

中學組團隊賽優異金獎（4-10名）
觀塘瑪利諾書院A隊
聖公會林護紀念學校A隊
香港鄧鏡波書院A隊
聖公會蔡公譜中學B隊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隊
彩虹 天主教英文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A隊

大學組團隊賽晉級決賽（按筆劃排名）
香港中文大學（俞駿臨　汪　浩　余皓然　樊哲宇）
香港樹仁大學（徐楊烽　武大真　施逸飛　徐勝程）
珠海學院 （江　凌　黃曉嵐　熊佩俐）

大學組團隊賽優異金獎（4-5名）
香港中文大學（鍾健文 葉浩恩 楊敬立）
香港大學 （龍清清 唐濟衡 盧筱汀）

中 學 組

小 學 組

大 學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