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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姚頌文校長 林凱欣助理校長 中文 王啟達主任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姚頌文校長 林凱欣助理校長 英文 何倩瑩主任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姚頌文校長 林凱欣助理校長 音樂 盧偉英老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麗珠校長 關倩芬副校長 音樂 唐倩茵主任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葉億兆校長 徐凱琳老師 體育 郭偉健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吳恩瀚校長 陳凱儀副校長 中文 江嘉敏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趙潔華校長 王愷琦老師 常識 王愷琦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趙潔華校長 王愷琦老師 視藝 連航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黎佩文副校長 中文 李旖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黎佩文副校長 常識 陳國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黎佩文副校長 數學 翁振雄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中文 王琪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中文 李雪瑩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數學 周梅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數學 陳俊民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數學 謝敏芝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張晶敏老師 數學 蘇惠琼老師

元朗官立小學 馮燕儀校長 周永浩副校長 英文 梁健恒老師

元朗官立小學 馮燕儀校長 周永浩副校長 英文 鄭麗詩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數學 林詠琪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數學 賴新容老師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陳素兒校長 黃月華老師 數學 梁淑燕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何敏薇校長 甯志遠主任 中文 鄧藹兒主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何敏薇校長 甯志遠主任 數學 李潔瑩老師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左筱霞校長 Ms Leung Yuk Mui 英文 岑月珊老師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左筱霞校長 Ms Leung Yuk Mui 數學 林寶玲老師

李陞小學 吳丹校長 陳曉虹副校長 數學 吳丹校長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秦嘉碧主任 英文 廖嘉穎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秦嘉碧主任 英文 謝姍蓉主任

東涌天主教學校 陳珮珊校長 陳麗明老師 常識 蘇峻弘老師

東涌天主教學校 陳珮珊校長 陳麗明老師 常識 蘇德賢老師

東莞學校 勞子奔校長 侯思敏副校長 中文 劉汉敏老師

東莞學校 勞子奔校長 侯思敏副校長 英文 梁康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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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鄭偉鳳校長 余玉屏主任 英文 巫燕冰老師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鄭偉鳳校長 余玉屏主任 英文 鄭詠儀老師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梁敦瑜校長 黃浩賢主任 中文 江巧蓮老師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梁敦瑜校長 黃浩賢主任 英文 梁宛靖老師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梁敦瑜校長 黃浩賢主任 數學 梁美玲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淑儀校長 談可欣主任 數學 董美寶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淑儀校長 談可欣主任 數學 趙慧君主任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徐智強主任 音樂 邵麗裳老師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徐智強主任 體育 戴英傑主任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曾碧霞校長 陳鳳珠副校長 數學 張施琪老師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美嫦校長 李寶麗副校長 中文 陳啟峰老師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余志賢校長 李明佳副校長 數學 林麗英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葉展漢校長 葉展漢校長 數學 梁穎炘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葉展漢校長 葉展漢校長 數學 譚靖霖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高群美校長 吳秀娟副校長 常識 吳志輝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高群美校長 吳秀娟副校長 常識 盧漢樑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音樂 陳嘉慧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視藝 香俊斌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數學 林楚榮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鄭紀文副校長 體育 梁永強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中文 謝嘉雯老師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詹漢明校長 余麗賢副校長 中文 凌雪娥老師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溫衍超校長 范詠妍主任 體育 陳沛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李世華副校長 中文 李穎嫺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李世華副校長 數學 吳玉芳老師

啓基學校（港島） 鄭惠琪校長 虞忠信主任 英文 周沛璇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視藝 李凱慧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視藝 徐曼妮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視藝 劉巧兒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視藝 顏龍津老師

彩雲聖若瑟小學 陳燕芬校長 馮淑雯主任 音樂 蕭雪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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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中文 葉詠儀老師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林小玲助理校長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陳梓杲老師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曾玉裕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陳玉華老師

鄺嘉瑩老師
英文 張達倫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陳玉華老師; 鄺嘉瑩老師 英文 張麗之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陳玉華老師; 鄺嘉瑩老師 英文 梁慧盈副校長

深水埗官立小學 黃鳳霞校長 房正偉主任 常識 李施敏老師

深水埗官立小學 黃鳳霞校長 房正偉主任 常識 周惠儀老師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文燕校長 黎嘉穎副校長 常識 葉雅賢老師

華德學校 盧淑儀校長 吳嘉麗老師 英文 李潔芝老師

華德學校 盧淑儀校長 吳嘉麗老師 英文 鍾麗兒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數學 黃凱偉老師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陳慧萍校長 李文萱副校長 音樂 梁淑欣老師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陳慧萍校長 李文萱副校長 數學 李文進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視藝 陳慧珊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視藝 黎敏漢老師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張昌明校長 林美霞副校長 英文 伍麗心主任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王彩娣校長 王霄韻主任 中文 陳毅釗老師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李佩雯校長 葉美娥副校長 常識 何承恩老師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李佩雯校長 葉美娥副校長 常識 羅敏嘉老師

聖公會基德小學 林結儀校長 彭珊瑚副校長 數學 吳文峰老師

聖公會基德小學 林結儀校長 彭珊瑚副校長 數學 羅詠珊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温志揚校長 楊冠如主任 SEN and ECA 伍婷欣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温志揚校長 楊冠如主任 SEN and ECA 吳嘉雯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温志揚校長 楊冠如主任 SEN and ECA 梁慶雯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温志揚校長 楊冠如主任 常識 梁嘉頴老師

聖公會基樂小學 温志揚校長 楊冠如主任 數學 葉美娟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國釗署理校長 吳美霞主任 體育 陳浩文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國釗署理校長 吳美霞主任 體育 譚慧祥老師

聖母小學 吳文健修女 紀夏燕主任 英文 連慧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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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中文 鍾梓鈴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英文 林詩詩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英文 施曼媚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視藝 陳碧軒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體育 黃凱珊老師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何綺霞校長 程妙芬老師 音樂 馮志麗老師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何綺霞校長 程妙芬老師 數學 吳景謙老師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秀儀校長 陳依雯副校長 常識 李翠娜老師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秀儀校長 陳依雯副校長 常識 馮寶兒老師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黃佩玲修女 羅佩麗老師 中文 阮佑慈老師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黃佩玲修女 羅佩麗老師 中文 羅佩麗老師

滬江小學 鍾振文校長 謝澤樹副校長 英文 謝澤樹副校長

滬江小學 鍾振文校長 謝澤樹副校長 數學 區瑋峰主任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數學 凌婉嫻老師

數學 黃嘉霖老師

瑪利曼小學 勞家明校長 Ms Winnie Tse 中文 張鳳均老師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徐區懿華校長 鄧鳳芝主任 英文 梁其欣老師

廣東道官立小學 袁藹儀校長 張思琪主任 英文 梅中中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高敬邦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鍾思思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何嘉傑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陸善宇老師

德萃小學 高思敏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數學 彭櫸老師

德萃小學 高思敏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數學 黃韻珩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數學 賴承恩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陳靄媚校長 阮慕婷主任 中文 吳于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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