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學界數學排名冠軍賽 2020 初賽（道具賽）及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20 

香港賽區考生座位表 

注意事項： 

1. 是次比賽不設准考證，請考生瀏覽以下座位表。 

2. 考生應在比賽前約 15 至 3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並帶備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身份證、學生證或

學生手冊）出席比賽。 

3. (a) 若考生只參加道具賽，可於比賽完結後按監考老師的指示離開比賽禮堂或課室； 

(b) 若考生只參加挑戰賽，可於比賽開始前 10 分鐘按監考老師的指示進入比賽禮堂或課室； 

(c) 若考生參加道具賽及挑戰賽，於兩場比賽之間的時段（15 分鐘）不用離開比賽禮堂或課室。 

4. 為避免人流聚集，各位老師及家長不得進入比賽禮堂或課室，敬請按照本會工作人員的指示在門

外接送考生進場或離場。 

參賽 

組別 
會員編號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參加賽事 

考室 

（座位編號） 

P1 2020P1022 CP1A001 梁智仁 宣道幼稚園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B1) 

P1 2020P1012 CP1A002 張爾軒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B2) 

P1 2020P1027 CP1A003 王政皓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B3) 

P1 2020P1031 CP1A004 林諾謙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B4) 

P1 2020P1005 CP1A005 張逸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C1) 

P1 2020P1024 CP1A006 羅止烽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C2) 

P1 2020P1013 CP1A007 邱禮信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C3) 

P1 2020P1039 CP1A008 邱禮賢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C4) 

P1 2020P1014 CP1A009 陳歌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D1) 

P1 2020P1015 CP1A010 鍾栩正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D2) 

P1 2020P1025 CP1A011 李格修 九龍塘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D3) 

P1 2020P1033 CP1A012 徐朗曦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D4) 

P1 2020P1034 CP1A013 盧穎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E1) 

P1 2020P1009 CP1A014 張瀛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E2) 

P1 2020P1003 CP1A015 鄭栢浠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E3) 

P1 2020P1028 CP1A016 黃天約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8 室 (E4) 

P1 2020P1011 CP1A017 黃慈銘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A1) 

P1 2020P1008 CP1A018 駱冠源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A2) 

P1 2020P1074 CP1A019 莊詠昕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A3) 

P1 2020P1021 CP1A020 楊昊熹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A4) 

P1 2020P1041 CP1A021 趙栢熹 培基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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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2020P1006 CP1A022 郭晞嵐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B2) 

P1 2020P1007 CP1A023 林琛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B3) 

P1 2020P1002 CP1A024 楊媛珺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B4) 

P1 2020P1026 CP1A025 黃丹宏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C1) 

P1 2020P1023 CP1A026 吳縉杰 聖保羅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C2) 

P1 2020P1010 CP1A027 丘蕊嘉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307 室 (C3) 

P1 2020P1030 CP1C028 林德聖 根德園幼稚園 挑戰賽 307 室 (D1) 

P1 非會員 CP1C029 鄭嘉慧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7 室 (D2) 

P1 2020P1040 CP1C030 簡思行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挑戰賽 307 室 (D3) 

P1 非會員 CP1C031 黃卓豐 聖保羅書院小學 挑戰賽 307 室 (D4) 

P1 非會員 CP1C032 李景皓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7 室 (E1) 

P2 2020P2006 CP2A001 朱耀星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 

P2 2020P2039 CP2A002 李紫嫣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2) 

P2 2020P2007 CP2A003 朱顥熙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3) 

P2 2020P2012 CP2A004 吳梓灝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4) 

P2 2020P2011 CP2A005 林曉涎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5) 

P2 2020P2010 CP2A006 何宛洛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6) 

P2 2020P2009 CP2A007 冼姵頤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7) 

P2 2020P2014 CP2A008 沈雋傲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8) 

P2 2020P2013 CP2A009 王鉦稀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9) 

P2 2020P2037 CP2A010 高立騰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0) 

P2 2020P2018 CP2A011 莫希蕾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 

P2 2020P2025 CP2A012 顏子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2) 

P2 2020P2005 CP2A013 蔡承希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3) 

P2 2020P2023 CP2A014 李晉灝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4) 

P2 2020P2021 CP2A015 洪羽廷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5) 

P2 2020P2019 CP2A016 陳鈞傑 北角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6) 

P2 2020P2008 CP2A017 文善瑜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7) 

P2 2020P2038 CP2A018 王彥博 聖公會仁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8) 

P2 2020P2033 CP2A019 繆智霖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9) 

P2 2020P2015 CP2A020 陳奕衡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0) 

P2 2020P2003 CP2A021 吳天皓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1) 

P2 2020P2016 CP2A022 黃凱樂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2) 

P2 2020P2020 CP2A023 周雋樂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3) 

P2 2020P2034 CP2A024 張亦朗 聖公會奉基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4) 

P2 2020P2040 CP2A025 許紫亮 農圃道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5) 

P2 2020P2017 CP2A026 鄭懿諾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6) 

P2 2020P2026 CP2A027 譚梓熙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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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2020P2002 CP2A028 許承璋 弘立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8) 

P2 2020P2028 CP2A029 黃子炫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9) 

P2 2020P2035 CP2B030 李希朗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道具賽 禮堂 (D10) 

P2 非會員 CP2C031 陳淏華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禮堂 (D10) 

P2 非會員 CP2C032 賴尚玟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禮堂 (A1) 

P2 非會員 CP2C033 陳凱晴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禮堂 (A2) 

P2 非會員 CP2C034 黃筠淇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挑戰賽 禮堂 (A3) 

P2 非會員 CP2C035 江毓謙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禮堂 (A4) 

P2 非會員 CP2C036 關家晴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禮堂 (A5) 

P3 2020P3035 CP3A001 吳希翔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 

P3 2020P3004 CP3A002 陳儁宇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2) 

P3 2020P3033 CP3A003 李允皓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3) 

P3 2020P3010 CP3A004 梁彥翀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4) 

P3 2020P3014 CP3A005 楊汶晉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5) 

P3 2020P3017 CP3A006 關亦睎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6) 

P3 2020P3002 CP3A007 李衍俊 聖若瑟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7) 

P3 2020P3072 CP3A008 夏唯鈞 九龍塘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8) 

P3 2020P3011 CP3A009 黎銘泰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9) 

P3 2020P3020 CP3A010 韋俊言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0) 

P3 2020P3019 CP3A011 羅加佑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1) 

P3 2020P3034 CP3A012 梁子祈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2) 

P3 2020P3042 CP3A013 李澤林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3) 

P3 2020P3032 CP3A014 林詠詩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4) 

P3 2020P3045 CP3A015 陳顥仁 聖保羅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5) 

P3 2020P3021 CP3A016 歐陽希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6) 

P3 2020P3016 CP3A017 伍德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7) 

P3 2020P3009 CP3A018 武霓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8) 

P3 2020P3031 CP3A019 簡柏謙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9) 

P3 2020P3006 CP3A020 吳伯翹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10) 

P3 2020P3008 CP3A021 陳子熲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 

P3 2020P3037 CP3A022 邱焌樂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2) 

P3 2020P3018 CP3A023 劉嘉熙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3) 

P3 2020P3015 CP3A024 雷俊傑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4) 

P3 2020P3029 CP3A025 陳均睿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5) 

P3 2020P3036 CP3A026 勞俊文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6) 

P3 2020P3073 CP3A027 劉礎仁 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7) 

P3 2020P3012 CP3A028 麥綽凌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8) 

P3 2020P3044 CP3A029 李傲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9) 

P3 2020P3005 CP3A030 陳昕嶠 聖保羅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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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2020P3007 CP3A031 李始陞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1) 

P3 2020P3013 CP3A032 黃鎰浠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2) 

P3 非會員 CP3B033 許學承 拔萃小學 道具賽 禮堂 (K3) 

P3 非會員 CP3C034 何浩亨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A1) 

P3 非會員 CP3C035 譚柏洋 民生書院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A2) 

P3 2020P3043 CP3C036 劉柏燊 港澳信義會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A3) 

P3 非會員 CP3C037 鄭芷瑩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4 室 (A4) 

P3 非會員 CP3C038 傅雅萱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4 室 (B1) 

P4 2020P4005 CP4A001 張凱恒 聖安當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1) 

P4 2020P4002 CP4A002 周子森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2) 

P4 2020P4013 CP4A003 瞿牧洲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3) 

P4 2020P4006 CP4A004 何學臻 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4) 

P4 2020P4010 CP4A005 尚承睿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5) 

P4 2020P4003 CP4A006 劉卓銘 聖安當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6) 

P4 2020P4007 CP4A007 羅淳恩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7) 

P4 2020P4004 CP4A008 許瑞琳 聖安當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8) 

P4 2020P4001 CP4A009 莊俙祐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9) 

P4 2020P4023 CP4A010 林天朗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10) 

P4 2020P4022 CP4A011 黎泓希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 

P4 2020P4025 CP4A012 林樂兒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2) 

P4 2020P4036 CP4A013 莊詠晞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3) 

P4 2020P4009 CP4A014 李泳遵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4) 

P4 2020P4031 CP4A015 張承源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5) 

P4 2020P4035 CP4A016 夏子堯 九龍塘宣道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6) 

P4 2020P4021 CP4A017 張瑤霖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7) 

P4 2020P4011 CP4A018 施棋津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8) 

P4 2020P4030 CP4A019 梁茵然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9) 

P4 2020P4008 CP4A020 張致陽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0) 

P4 2020P4029 CP4A021 王彥傑 聖公會仁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1) 

P4 2020P4012 CP4A022 鄧梓淳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2) 

P4 2020P4032 CP4A023 羅帷中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3) 

P4 非會員 CP4A024 吳天佑 九龍塘宣道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4) 

P4 2020P4017 CP4A025 黃學蓁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5) 

P4 2020P4014 CP4A026 徐仁正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6) 

P4 2020P4027 CP4A027 張嘉浠 太古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7) 

P4 2020P4018 CP4A028 鄧焯軒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8) 

P4 2020P4034 CP4B029 林灝天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道具賽 禮堂 (G9) 

P4 非會員 CP4C030 何昭文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C1) 

P4 非會員 CP4C031 陳璟燁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4 室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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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非會員 CP4C032 秦海晴 九龍塘宣道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C3) 

P4 2020P4033 CP4C033 梁正謙 九龍塘宣道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C4) 

P4 非會員 CP4C034 李卓熹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D1) 

P4 非會員 CP4C035 周顥琳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D2) 

P4 非會員 CP4C036 羅恩年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4 室 (D3) 

P4 非會員 CP4C037 黃卓樂 滬江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D4) 

P4 非會員 CP4C038 鄭展翀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E1) 

P4 非會員 CP4C039 劉亦飛 瑪利曼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E2) 

P4 非會員 CP4C040 鍾顥澧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挑戰賽 304 室 (E3) 

P5 2020P5029 CP5A001 何洛翹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 

P5 2020P5030 CP5A002 梁縉灝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2) 

P5 2020P5008 CP5A003 陳樂行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3) 

P5 2020P5051 CP5A004 鄭樂恆 農圃道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4) 

P5 2020P5028 CP5A005 樊日晉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5) 

P5 2020P5039 CP5A006 陳泓嶧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6) 

P5 2020P5031 CP5A007 林澤俊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7) 

P5 2020P5032 CP5A008 羅萬正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8) 

P5 2020P5015 CP5A009 譚日榮 北角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9) 

P5 2020P5022 CP5A010 李柏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0) 

P5 2020P5012 CP5A011 吳天藝 民生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 

P5 2020P5056 CP5A012 沈莘博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2) 

P5 2020P5046 CP5A013 龔俊熙 廣東道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3) 

P5 2020P5093 CP5A014 馬栩欣 曾梅千禧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4) 

P5 2020P5095 CP5A015 馬栩晴 曾梅千禧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5) 

P5 2020P5067 CP5A016 李昊晴 循道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6) 

P5 2020P5010 CP5A017 李漢禮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7) 

P5 2020P5092 CP5A018 李威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8) 

P5 2020P5042 CP5A019 楊俊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9) 

P5 2020P5018 CP5A020 吳家昕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0) 

P5 2020P5013 CP5A021 周敔瑤 北角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1) 

P5 2020P5045 CP5A022 鄒濼峻 蘇浙小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2) 

P5 2020P5065 CP5A023 許紫揚 農圃道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3) 

P5 2020P5035 CP5A024 李汶洛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4) 

P5 2020P5001 CP5A025 李潤謙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5) 

P5 2020P5005 CP5A026 曹家豪 聖三一堂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6) 

P5 2020P5007 CP5A027 王翌丞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7) 

P5 2020P5038 CP5A028 盧司瀚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8) 

P5 2020P5057 CP5A029 蔡逸意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9) 

P5 2020P5058 CP5A030 陳靖言 民生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10) 

P5 2020P5041 CP5A031 胡晉源 拔萃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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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2020P5048 CP5A032 張曉君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2) 

P5 2020P5049 CP5A033 單知淑 北角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3) 

P5 2020P5004 CP5A034 林嘉駿 聖博德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4) 

P5 2020P5021 CP5A035 鄧宏軒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5) 

P5 2020P5020 CP5A036 王楚軒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6) 

P5 2020P5026 CP5A037 陳子豐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7) 

P5 2020P5037 CP5A038 陳子韜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8) 

P5 2020P5016 CP5A039 陳汶駿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9) 

P5 2020P5036 CP5A040 陳浩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E10) 

P5 2020P5002 CP5A041 張卓瑤 南元朗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 

P5 2020P5052 CP5A042 王奕諾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2) 

P5 2020P5023 CP5A043 陳祉橋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3) 

P5 2020P5044 CP5A044 鄧皓謙 聖保羅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4) 

P5 2020P5019 CP5A045 鍾旻諾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5) 

P5 2020P5094 CP5A046 戴啓贇 大坑東宣道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6) 

P5 2020P5017 CP5A047 譚雋翹 保良局世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7) 

P5 2020P5034 CP5A048 鄭皓栓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8) 

P5 2020P5003 CP5A049 洪麒隆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9) 

P5 2020P5009 CP5A050 黃諾晞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0) 

P5 2020P5033 CP5A051 蔣卓男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1) 

P5 2020P5043 CP5A052 江令熙 聖保羅書院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2) 

P5 2020P5040 CP5A053 鄭穎鈞 拔萃女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3) 

P5 2020P5025 CP5A054 陳昊宜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4) 

P5 2020P5066 CP5A055 劉弘玥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5) 

P5 2020P5027 CP5A056 陳子洋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6) 

P5 2020P5063 CP5A057 董才禎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7) 

P5 非會員 CP5B058 吳天溢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 禮堂 (G8) 

P5 2020P5091 CP5B059 劉嘉浩 聖方濟愛德小學 道具賽 禮堂 (G9) 

P5 非會員 CP5B060 陳柏宇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道具賽 禮堂 (G10) 

P5 2020P5064 CP5C061 鄭皞孜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A1) 

P5 非會員 CP5C062 方俊杰 青松侯寶垣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A2) 

P5 2020P5097 CP5C063 勞梓航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A3) 

P5 非會員 CP5C064 
歐陽 

弘軒 
香港嘉諾撒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A4) 

P5 2020P5096 CP5C065 文子博 祖堯天主教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B1) 

P5 2020P5050 CP5C066 黃海晴 拔萃女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B2) 

P5 非會員 CP5C067 殷皓陽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挑戰賽 308 室 (B3) 

P5 非會員 CP5C068 莊煜堃 聖保羅書院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B4) 

P5 非會員 CP5C069 朱鋽懷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C1) 

P5 非會員 CP5C070 陸天譽 青松侯寶垣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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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非會員 CP5C071 劉思睿 青松侯寶垣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C3) 

P5 非會員 CP5C072 賈若曦 青松侯寶垣小學 挑戰賽 308 室 (C4) 

P5 2020P5014 CP5C073 袁天樂 九龍塘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D1) 

P5 非會員 CP5C074 鄒汝基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D2) 

P5 非會員 CP5C075 林鑫航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D3) 

P6 2020P6044 CP6A001 田梓林 蘇浙公學小學國際部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 

P6 2020P6030 CP6A002 梁曦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2) 

P6 2020P6005 CP6A003 張婧悠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3) 

P6 2020P6034 CP6A004 張允軒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4) 

P6 2020P6029 CP6A005 吳君立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5) 

P6 2020P6013 CP6A006 黎子皓 聖若瑟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6) 

P6 2020P6018 CP6A007 張俊傑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7) 

P6 2020P6021 CP6A008 梁凱富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8) 

P6 2020P6038 CP6A009 唐銘蔚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9) 

P6 2020P6028 CP6A010 蔡毅宏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0) 

P6 2020P6010 CP6A011 陳凱淇 聖安當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1) 

P6 2020P6015 CP6A012 梁昊成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2) 

P6 2020P6025 CP6A013 葉柏翹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3) 

P6 2020P6016 CP6A014 田雅耀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4) 

P6 2020P6036 CP6A015 丁灝鋒 香港嘉諾撒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5) 

P6 2020P6072 CP6A016 麥浚軒 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6) 

P6 2020P6027 CP6A017 盧諾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7) 

P6 2020P6020 CP6A018 林子然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8) 

P6 2020P6007 CP6A019 李汶軒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9) 

P6 2020P6017 CP6A020 胡顯晉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10) 

P6 2020P6023 CP6A021 謝駿禧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 

P6 2020P6026 CP6A022 鄭曉桐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2) 

P6 2020P6003 CP6A023 梁晉圖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3) 

P6 2020P6014 CP6A024 鍾卓鏵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4) 

P6 2020P6033 CP6A025 潘澤瑋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5) 

P6 2020P6012 CP6A026 簡俊彥 聖公會仁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6) 

P6 2020P6008 CP6A027 徐天賜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7) 

P6 2020P6019 CP6A028 崔嘉桓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8) 

P6 2020P6001 CP6A029 羅暐麒 潮陽百欣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9) 

P6 2020P6031 CP6A030 黎㛓彤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0) 

P6 2020P6006 CP6A031 譚俊傑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1) 

P6 2020P6024 CP6A032 黃栢曦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2) 

P6 2020P6037 CP6A033 韓晟 九龍塘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3) 

P6 2020P6004 CP6A034 史庭香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4) 

P6 2020P6022 CP6A035 李文睿 陳瑞祺（喇沙）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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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2020P6046 CP6B036 翁皓琛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道具賽 禮堂 (A1) 

P6 非會員 CP6C037 劉嘉泓 香港國際學校 挑戰賽 禮堂 (A1) 

P6 非會員 CP6C038 朱乾文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挑戰賽 禮堂 (A2) 

P6 2020P6047 CP6C039 董行知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挑戰賽 禮堂 (A3) 

P6 2020P6048 CP6C040 徐子豐 馬頭涌官立小學 挑戰賽 禮堂 (A4) 

P6 非會員 CP6C041 余道騫 九龍禮賢學校 挑戰賽 禮堂 (A5) 

P6 非會員 CP6C042 鄭日陽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E1) 

P6 非會員 CP6C043 梁曉靜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挑戰賽 308 室 (E2) 

S1 2020S1005 CS1A001 涂鈞耀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 

S1 2020S1017 CS1A002 陳栢熙 鄧鏡波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2) 

S1 2020S1001 CS1A003 張卓諾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3) 

S1 2020S1010 CS1A004 呂明揚 喇沙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4) 

S1 2020S1007 CS1A005 何嘉霖 弘立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5) 

S1 2020S1009 CS1A006 盧浚傑 鄧鏡波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6) 

S1 非會員 CS1A007 周麟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7) 

S1 非會員 CS1A008 黎浩剛 聖保羅男女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8) 

S1 2020S1015 CS1A009 吳振軒 聖若瑟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9) 

S1 2020S1002 CS1A010 蔡沅成 張祝珊英文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C10) 

S1 2020S1011 CS1A011 羅進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1) 

S1 2020S1019 CS1A012 曾焯烽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2) 

S1 2020S1008 CS1A013 戴竣賢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3) 

S1 非會員 CS1A014 余婧嵐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4) 

S1 2020S1013 CS1A015 陳朗翹 拔萃男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5) 

S1 2020S1020 CS1A016 羅星傑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6) 

S1 2020S1004 CS1A017 嚴守燁 拔萃男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7) 

S1 2020S1003 CS1A018 許世亨 福建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D8) 

S1 非會員 CS1C019 蘇柏軒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禮堂 (D9) 

S1 非會員 CS1C020 李卓謙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挑戰賽 禮堂 (D10) 

S1 2020S1044 CS1C021 陳衡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1) 

S1 2020S1045 CS1C022 葉承蓁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2) 

S1 2020S1047 CS1C023 劉子宇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3) 

S1 非會員 CS1C024 廖璟蔚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禮堂 (E4) 

S1 2020S1049 CS1C025 王子昊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5) 

S1 2020S1046 CS1C026 高健豐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6) 

S1 非會員 CS1C027 梁皓僖 福建中學 挑戰賽 禮堂 (E7) 

S1 非會員 CS1C028 郭子穎 路德會協同中學 挑戰賽 禮堂 (E8) 

S1 2020S1048 CS1C029 鮑卓夫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禮堂 (E9) 

S1 非會員 CS1C030 林言諾 福建中學 挑戰賽 禮堂 (E10) 

S2 2020S2031 CS2A001 林宇傑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 

S2 非會員 CS2A002 翁子羚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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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2020S2008 CS2A003 鄧宇軒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3) 

S2 2020S2017 CS2A004 劉翰洋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4) 

S2 2020S2004 CS2A005 鄭尚弦 觀塘瑪利諾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5) 

S2 2020S2007 CS2A006 譚啟然 皇仁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6) 

S2 2020S2015 CS2A007 潘鑫平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7) 

S2 非會員 CS2A008 陳俊羽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8) 

S2 2020S2016 CS2A009 曹君諾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9) 

S2 2020S2010 CS2A010 邱啟炫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B10) 

S2 2020S2006 CS2A011 陳俊仰 聖芳濟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A1) 

S2 2020S2005 CS2A012 郭子賢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A2) 

S2 非會員 CS2A013 陳柏菘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A3) 

S2 2020S2014 CS2B014 楊俊堯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 道具賽 禮堂 (A4) 

S2 非會員 CS2C015 王讚德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A1) 

S2 非會員 CS2C016 夏朗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A2) 

S2 非會員 CS2C017 何健榮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A3) 

S2 非會員 CS2C018 林宇軒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A4) 

S2 2020S2038 CS2C019 黃拓承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B1) 

S2 2020S2032 CS2C020 陳柏熹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B2) 

S2 非會員 CS2C021 梁國浩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B3) 

S2 非會員 CS2C022 楊雲錦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B4) 

S2 非會員 CS2C023 王睿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C1) 

S2 非會員 CS2C024 周智傑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C2) 

S2 2020S2035 CS2C025 謝易陶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C3) 

S2 非會員 CS2C026 林綽希 玫瑰崗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C4) 

S2 2020S2036 CS2C027 盧卓爾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D1) 

S2 2020S2037 CS2C028 吳旨洋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D2) 

S2 非會員 CS2C029 羅梓義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D3) 

S2 2020S2033 CS2C030 陳天祐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D4) 

S2 2020S2034 CS2C031 張世悅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E1) 

S2 非會員 CS2C032 鄺圳煜 慕光英文書院 挑戰賽 308 室 (E2) 

S2 非會員 CS2C033 何荣積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8 室 (E3) 

S3 2020S3006 CS3A001 黃凱桐 沙田崇真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 

S3 2020S3010 CS3A002 楊樂曦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2) 

S3 2020S3001 CS3A003 徐子洋 喇沙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3) 

S3 2020S3028 CS3A004 周詒悅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4) 

S3 非會員 CS3A005 馮子曦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5) 

S3 2020S3007 CS3A006 廖浩南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6) 

S3 2020S3003 CS3A007 陳柏橋 民生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7) 

S3 2020S3031 CS3A008 麥智軒 喇沙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8) 

S3 2020S3008 CS3A009 楊天皓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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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2020S3005 CS3A010 范立喬 喇沙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F10) 

S3 非會員 CS3A011 盧凱晴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1) 

S3 2020S3002 CS3A012 宋珈盈 德望學校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2) 

S3 2020S3004 CS3A013 談樂行 喇沙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3) 

S3 2020S3029 CS3A014 劉運祥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4) 

S3 2020S3009 CS3A015 劉奕琳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5) 

S3 非會員 CS3A016 卞經皓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6) 

S3 2020S3030 CS3A017 施燕輝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7) 

S3 2020S3027 CS3A018 林嬌容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G8) 

S3 2020S3033 CS3C019 李浦華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7 室 (A1) 

S3 2020S3036 CS3C020 楊祖泓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7 室 (A2) 

S3 2020S3032 CS3C021 周栢賢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7 室 (A3) 

S3 非會員 CS3C022 吳梓浩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A4) 

S3 非會員 CS3C023 李景泓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B1) 

S3 非會員 CS3C024 林敬和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B2) 

S3 非會員 CS3C025 丘旻杰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B3) 

S3 非會員 CS3C026 麥雪兒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B4) 

S3 非會員 CS3C027 楊梓浚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C1) 

S3 2020S3034 CS3C028 李淳軒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7 室 (C2) 

S3 非會員 CS3C029 陳曉澄 路德會協同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C3) 

S3 2020S3037 CS3C030 董昊培 九龍三育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C4) 

S3 非會員 CS3C031 黎泳妡 玫瑰崗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D1) 

S3 2020S3035 CS3C032 黃淵浩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7 室 (D2) 

S3 非會員 CS3C033 蘇家富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D3) 

S3 非會員 CS3C034 莊藝俊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D4) 

S3 非會員 CS3C035 杜嘉晉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E1) 

S3 非會員 CS3C036 王博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E2) 

S3 非會員 CS3C037 許毓豪 九龍三育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E3) 

S3 非會員 CS3C038 張絡琳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7 室 (E4) 

S3 非會員 CS3C039 黃宇熙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A1) 

S3 非會員 CS3C040 陳文傑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A2) 

S3 非會員 CS3C041 李潤東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A3) 

S3 非會員 CS3C042 陳思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A4) 

S3 非會員 CS3C043 盧秋夷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B1) 

S3 非會員 CS3C044 萬恩彤 慕光英文書院 挑戰賽 304 室 (B2) 

S3 非會員 CS3C045 尹垚煜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B3) 

S3 非會員 CS3C046 
歐陽 

國棟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B4) 

S3 非會員 CS3C047 林樂謙 玫瑰崗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C1) 

S3 非會員 CS3C048 周家祥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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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非會員 CS3C049 劉瑋銘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C3) 

S3 非會員 CS3C050 張嘉榮 慕光英文書院 挑戰賽 304 室 (C4) 

S3 非會員 CS3C051 陳秋菀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D1) 

S3 2020S3011 CS3C052 王星林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D2) 

S3 非會員 CS3C053 余永安 慕光英文書院 挑戰賽 304 室 (D3) 

S3 2020S3013 CS3C054 曾治霖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D4) 

S3 2020S3012 CS3C055 廖茂吉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E1) 

S4 2020S4006 CS4A001 蔡家達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 

S4 非會員 CS4A002 黃志雄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2) 

S4 2020S4021 CS4A003 黎津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3) 

S4 2020S4003 CS4A004 林倬鋒 荃灣官立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4) 

S4 2020S4014 CS4A005 邱佰霖 救恩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5) 

S4 2020S4020 CS4A006 麥耀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6) 

S4 2020S4012 CS4A007 梁逸鋒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7) 

S4 2020S4018 CS4A008 董家傑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8) 

S4 2020S4030 CS4A009 曾俊華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9) 

S4 2020S4005 CS4A010 陳澔宏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H10) 

S4 非會員 CS4A011 周駿謙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1) 

S4 2020S4013 CS4A012 李小平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2) 

S4 2020S4033 CS4A013 高鑫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3) 

S4 2020S4032 CS4A014 林曉茵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4) 

S4 2020S4017 CS4A015 薛嘉銨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5) 

S4 非會員 CS4A016 郭晉熙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6) 

S4 2020S4019 CS4A017 余旺霖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7) 

S4 2020S4004 CS4A018 楊嘉鈺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8) 

S4 2020S4031 CS4A019 許天佑 孔聖堂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I9) 

S4 2020S4034 CS4C020 鄭力行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A1) 

S4 非會員 CS4C021 鄒震宇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A2) 

S4 2020S4037 CS4C022 梁愷軒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A3) 

S4 非會員 CS4C023 陳樂怡 路德會協同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A4) 

S4 非會員 CS4C024 陳朗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B1) 

S4 2020S4039 CS4C025 岑熙齊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B2) 

S4 非會員 CS4C026 林瑞軒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B3) 

S4 2020S4016 CS4C027 謝欣穎 拔萃女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B4) 

S4 2020S4038 CS4C028 呂智韜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C1) 

S4 非會員 CS4C029 沈明謙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C2) 

S4 非會員 CS4C030 林浩彤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C3) 

S4 2020S4035 CS4C031 林柏翰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C4) 

S4 非會員 CS4C032 王銘瀚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D1) 

S4 非會員 CS4C033 鄭宇琛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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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非會員 CS4C034 葉子愛 拔萃女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D3) 

S4 2020S4041 CS4C035 王柏翹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D4) 

S4 2020S4036 CS4C036 劉俊生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E1) 

S4 非會員 CS4C037 陳樂瑤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E2) 

S4 非會員 CS4C038 李桐 匯知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E3) 

S4 非會員 CS4C039 羅頌燊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3 室 (E4) 

S4 2020S4040 CS4C040 湯俊成 拔萃男書院 挑戰賽 303 室 (E5) 

S4 非會員 CS4C041 林嘉銘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E2) 

S4 非會員 CS4C042 孟子鈞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挑戰賽 304 室 (E3) 

S4 非會員 CS4C043 王炳旭 九龍三育中學 挑戰賽 304 室 (E4) 

S5 2020S5001 CS5A001 徐子豐 馬頭涌官立小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 

S5 2020S5010 CS5A002 黃成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2) 

S5 非會員 CS5A003 周浩賢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3) 

S5 非會員 CS5A004 劉照楊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4) 

S5 2020S5002 CS5A005 曹思睿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5) 

S5 2020S5004 CS5A006 蔡榮摯 皇仁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6) 

S5 非會員 CS5A007 聶卓堯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7) 

S5 2020S5003 CS5A008 李逸謙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8) 

S5 2020S5005 CS5A009 熊嘉堯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9) 

S5 2020S5006 CS5A010 官聲榕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J10) 

S5 2020S5008 CS5A011 林楨官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1) 

S5 2020S5009 CS5A012 盧澤成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2) 

S5 2020S5007 CS5A013 黃潘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道具賽及挑戰賽 禮堂 (K3) 

S5 非會員 CS5C014 莊子星 英華小學 挑戰賽 302 室 (A1) 

S5 非會員 CS5C015 劉嘉泓 香港國際學校 挑戰賽 302 室 (A2) 

S5 非會員 CS5C016 魏朗兒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A3) 

S5 非會員 CS5C017 何雍正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A4) 

S5 非會員 CS5C018 李健威 路德會協同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B1) 

S5 非會員 CS5C019 余啟正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B2) 

S5 非會員 CS5C020 楊邵清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B3) 

S5 非會員 CS5C021 王卓軒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B4) 

S5 2020S5022 CS5C022 陳世聰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挑戰賽 302 室 (C1) 

S5 非會員 CS5C023 莫鈞皓 匯知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C2) 

S5 非會員 CS5C024 劉梓謙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C3) 

S5 非會員 CS5C025 潘嘉斌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C4) 

S5 非會員 CS5C026 劉梓康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D1) 

S5 非會員 CS5C027 陳沛軒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D2) 

S5 非會員 CS5C028 錢梓洋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D3) 

S5 非會員 CS5C029 朱俊樺 匯知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D4) 

S5 非會員 CS5C030 鄺文鏑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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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非會員 CS5C031 梁卓宏 余振強紀念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E2) 

S5 非會員 CS5C032 謝文朗 匯知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E3) 

S5 非會員 CS5C033 周燦林 慕光英文書院 挑戰賽 302 室 (E4) 

S5 非會員 CS5C034 吳凱倫 福建中學 挑戰賽 302 室 (E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