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合格學生名單
北角官立小學
陳亭諭 李振朗 廖啓翰 周頌謙 李凱賢 譚日桁 徐樂彥 陳曉高
王鍵鋒 陳勝心 黃俊彥 傅智霖 陳梓軒 鄭真熙 柯焯深 董耀勤
李倬毅 樂泓佑 蘇志敏 蔡星宇 黃宗澤 龔逸彤 李子朗 潘智雨 謝子傑
梁倬桸 王靖航 嚴志渝 陳智立
漢華中學（小學部）
狄倬宏 廖偉睎 唐蔚芯 蔡鑫樺 駱濼 黃柏健
柏德天主教小學
林俊謙 蔡柏烜 陳思熹 王耀康 馬杰豪 胡紫翹 張嘉駿 陳柏圖 黃銘洋 郭嘉浩 歐耀鴻
黎子朗 盧思儒 唐浚賢 陳羽衡 伍劭鎧 黃熙倫 何柏豪 麥耀天 殷嘉琪 黃士崑 黃友濤
林靖荍 譚梓珩 陳鑫 盧泓飛 陳詩洋 陳柏君 胡湋楠 梁紹源 翟子洋 張嘉熙 劉溢禧
蘇睿 金賀略 張浚霖 周展浩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張迦軒
周梓欣
梁正希
陳麒伊
閻瑾彤
何悅芯
謝嘉霖
薛曉陽

梁峻熙 黃晞彤 周天佑 鄭樂瑤 李頌然 丘子鋒 盧樂愉 李承傑
劉承朗 黃毅德 陳天賜 陳俊傑 張恒誌 劉承熙 梁綺彤 任子熙
李旻哲 陳學至 黃睿智 張津㙟 譚鎵樂 陳曉陽 何泓豪 梁竣喬
黃進溢 吳國維 譚種豪 林雪瀅 楊斯瀚 鍾子彥 李展邦 屈憫熙 陳昊翀
徐栢彥 鄧世杰 陳詠然 余卓鋒 溫迦迪 黃泳琳 容可芸 劉思齊 黃毅曦
吳韻兒 蔡濬匡 甘芷喬 葉羿賢 蔡凱嵐 蔡凱喬 黃湜軒 張皓翔 陳孜言
潘梓謙 容可峰 李峻一 張博喻 蘇卓謙 陳苑儀 馬菀瑩 彭心兒
蔡家瑜 陳均鴻

林君諾
陳銘昇
梁皓喬
吳卓錡
羅雅霖

培基小學
歐陽晞朗 楊尚猷 湯君懿 鄧鎧澄 周梓榆
南元朗官立
張啟進 張靖瞳 劉晞琳 陳曉諾 黃詩恩
高宏謙 陳溢翹 李東洛 梁子鋒 鄭正弦 周卓凡 鄭希林 章辰逸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張熙朗 方藯琛 奧樂勤 石懿軒 蕭子淵 甘卓永 劉天朗 吳穎琳 蘇鎧蕎 彭凱頌 溫一鋒
陳鎵珮 林景朗 梁淨俞 姜家文 梁鎮軒 陳煒燿 張溢 余奕希 何銘深 徐顯麟 姜啟揚
陳靖 陳奕中 張梓軒 伍樂恩 汪曉欣 何政韜 黃昱逵 黃凱堯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尹子軒 張子豐 黃栢諺 陳奕璇 王沛禧 林彥志 陳奕犖 楊晉徽 陳俊熙 陳沛楠 陳柏源 高小涵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郭恩澤 顧竣雲 陳子軒 方泰行 楊玉馨 陳以諾 潘晞臻 許信謙 鍾厚生 何順安 林頌唯
吳樂言 吳倬嶠 吳諾行 力祈 吳家樂 林熙諾 林朗天 林斯朗 蔡柏桐 黃穎俐 周彥邦
陳柏翹 甄臻 張凱廸 苑天樂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莊嘉軒 李希彤 嚴寧 吳梓軒
培正
黄志軒 梁逸翹 蘇喆 潘家傑 王晞同 余保宏 陳知仁 趙倩晞 周敬謙 鄭可祐 黄正濤 陳旻熹 鄭羽辛 朱姸睿
譚鎧忻 莫心榆 彭培炫 彭培淳 黃希樂 周敏心 黃曦 黃澤曦 黃冠喬 陳卓遙 蔡曦樂 黃靜喬 印芷柔
李欣然 鄭甯哲 周穎心 李康悠 鄭一康 關守一
般咸道
周幸靈 李俊德 郭家喬 梁祺豐 冼德瑜 呂一仁 吳卓禹 馮梓熒 廖寧琛 周冬琨 江渙承 容浚琋 李沛然 盧彥橋
鄧晴天 謝天霖 林銳滔 梁栢翹 梁子和 李子晨 陳梓塱 曾華君 韋敏豪 鄭樂兒 胡竣然
真光
王施妤 鄭樹鑫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楊李逸 費凱齡 夏琦 葉成果 張景軒 蔡柏雨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張瑋軒 黃梓銳 林卓曦 陳志盛 陳汶湕 黃澤凱 鄺睿穎 呂穎妍 江志華
羅浩齊 袁承熙 程錦輝 陳星而 鍾譯興 張雅汶 黃鑫 吳梓毅 林柏喬
張洛滔
德田李兆强
郭昊 王靄塋 馬浩泓 施曉賢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鍾永瑩 陳籽康 邱致攀 譚安堯 曾美欣 劉峻瑜 陳宥琦 劉曉叡 黃浩鈞
聖保羅書院小學
黃梓濤 盧俊彥 許竣喬 陳鋑羲 鄺琸鈞 陳睿一 陳司哲 李長庚
林恩霆 黃卓翹 許顥霖 楊文滔 朱柏維 賴舜銘 賴舜暉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蔡洛兒 曾穎心 劉信君 孫君桐 葉兩桐 陳思盈 鄭甯
梁肇熙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張杰瑞 黃柏橋 周存謙 關敬哲 麥漢林 林昊燊 李彥燁 吳尚熹
慈航小學
曾世凡 許皓嵐 鄭嘉軒 簡梓謙 蔡卓希 觀憬燁 曾栢濠 姚鈞濠
侯傑倫 朱皓頤 郭栩訊 黃嘉俊 司徒樂弦 戴浩洋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許鈺霖 李欣澄 黃承歡 曾煒權 繆娉娉 林凱悅 蔡銘霖 王煜琪 朱傑誠 陳琦琛 李真銳 雷禮謙
莊啟傑 鍾曉晴 梁天樂 王小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