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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助理校長 中文 李嘉麗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助理校長 中文 雷珍珍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助理校長 英文 區穎珩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助理校長 英文 蔡諾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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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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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浩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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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翬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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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海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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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萍主任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陳愛英校長 何麗梅副校長 中文 呂秉政老師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陳愛英校長 何麗梅副校長 中文 張慧珊老師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陳愛英校長 何麗梅副校長 中文 許秀雯老師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陳愛英校長 何麗梅副校長 中文 黃惠琼老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葉億兆校長 徐凱琳老師 音樂 徐凱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梁淑儀校長 王瑜瑜老師 英文 王瑜瑜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梁淑儀校長 王瑜瑜老師 英文 伍啟和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梁淑儀校長 王瑜瑜老師 英文 李珮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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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王少超校長 馮永祥主任 中文 柳苗老師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王少超校長 馮永祥主任 中文 鄭寶敏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中文 危婉棋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中文 周敏丹主任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中文 凌慧琛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中文 張麗碧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英文 Amina Ahmend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英文 Pun Ka Fung Lyric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蘇炳輝校長 吳冠軒老師 音樂 郭小櫻老師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宗藹雯校長 黃家明副校長 視藝 彭慧明老師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宗藹雯校長 黃家明副校長 體育 譚若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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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陳素兒校長 黃月華老師 數學 朱焯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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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書院小學 梁桂英校長 吳惠玲老師 數學 郭彩霞老師

民生書院小學 梁桂英校長 吳惠玲老師 數學 曾建勳老師

光明學校 邢毅校長 陳曉昕副校長 音樂 陳鳳儀主任

光明學校 邢毅校長 陳曉昕副校長 音樂 鄧穎欣主任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洪美華校長 梁淑連老師 英文 梁淑連老師

佛教慈敬學校 范秀琪校長 黃潤蔚主任 體育 林駿傑老師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祖怡老師 常識 黃祖怡老師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祖怡老師 數學 魏喬欣老師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梁文慧校長 梁潔貞副校長 體育 何志堅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秦嘉碧主任 中文 張麗珊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秦嘉碧主任 中文 陳堯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秦嘉碧主任 數學 曾紫穎老師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羅錦麗校長 Ms Susanna Chung 體育 李慧霖老師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馮育意校長 關思瑾副校長 中文 麥的連老師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黃頴心校長 曹佩貞主任 中文 薛慧詩老師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黃頴心校長 曹佩貞主任 英文 譚詠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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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鍾穎欣校長 周兆蓮老師 英文 李佩蘭主任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鍾穎欣校長 周兆蓮老師 英文 鄧信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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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 陳柆名老師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徐智強主任 數學及體育 戴英傑主任

保良局世德小學 葉麗芳校長 林淑儀主任 體育 伍俊傑老師

保良局雨川小學 蔡曼筠校長 鄧學樞主任 中文 何雅婷老師

保良局雨川小學 蔡曼筠校長 鄧學樞主任 中文 鄭爾亮老師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美嫦校長 李寶麗副校長 中文 王秀琪老師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李家琪主任 中文 曾子君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葉展漢校長 石麗芬副校長 常識 李永威助理副校長

香港培正小學 葉展漢校長 石麗芬副校長 數學 梁穎炘老師

香港培正小學 葉展漢校長 石麗芬副校長 數學 譚靖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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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曹希銓校長 黃影琪小姐 常識 管建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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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徐蒨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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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楊麗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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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蘇美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香俊斌主任 數學 龐家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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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數學 梁寶珊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數學 鄧煒杰老師

海壩街官立小學 鄧筱筠校長 葉玉清主任 數學 關渭之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中文 刁文玉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中文 何嘉淇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中文 張堇禾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中文 許穎琛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常識 王嘉蓉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常識 黃雅詩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數學 柴曉聰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數學 黃幗慧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數學 謝幸兒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高鳳儀老師 數學 簡翠儀老師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陳慧玲副校長 中文 劉麗君老師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陳慧玲副校長 數學 余芷珊老師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林銀燕校長 林婉玲主任 中文 黃家敏主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趙劍眉校長 劉振華副校長 中文 莫詠儀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趙劍眉校長 劉振華副校長 數學 劉振華副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黃智華校長 陳玉婷主任 中文 梁芷茵主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黃智華校長 陳玉婷主任 數學 葉偉榮主任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蕭婷校長 任碧儀主任 英文 蕭婷校長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中文 姜小康老師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林小玲主任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林振聲主任

惇裕學校 陳杏軒校長 陳梓杲助理校長 數學 陳梓杲主任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陳玉華老師 中文 阮建輝主任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鄺嘉瑩老師 數學 陳兆基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數學 劉美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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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德學校 黃偉立校長 葉麗嫦主任 中文 何詠詩老師

通德學校 黃偉立校長 葉麗嫦主任 英文 葉麗嫦主任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崔家祥校長 鄧志強副校長 常識 鄧汝偉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何彥輝校長 黎慧儀主任 數學 姚惠瑜副校長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何彥輝校長 黎慧儀主任 數學 廖詠雯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中文 李儷珠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英文 李日欣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常識 陳幗寶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常識 麥志江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韋伊凌校長 鄧淑群老師 常識 劉姵麟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英文 楊穎琪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英文 雷雨奇老師

聖公會主愛小學 駱瑞萍校長 李慧君副校長 英文 區筱華老師

聖公會主愛小學 駱瑞萍校長 李慧君副校長 英文 楊惠芳老師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莫培超校長 徐麗賢副校長 音樂 楊佩雯老師

聖公會基福小學 何啟安校長 田德勤老師 體育 田德勤老師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譚嘉明校長 黃仲强副校長 數學 張健杏主任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譚嘉明校長 黃仲强副校長 數學 張嘉璇老師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譚嘉明校長 黃仲强副校長 數學 陳祉兆老師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譚嘉明校長 黃仲强副校長 數學 顧芷敏老師

聖母小學 吳文健修女 紀夏燕主任 中文 易樂霖老師

聖母小學 吳文健修女 紀夏燕主任 視藝 劉婉婷老師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王淑芬校長 葉明詩老師 視藝 陳綺雯老師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王淑芬校長 葉明詩老師 數學 鄧婉玲主任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王淑芬校長 葉明詩老師 數學 簡俊賢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鄭志明校長 倪麗貞副校長 體育 蔡志誠主任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中文 徐海燕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中文 鄒榮嘉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音樂 林穎嘉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數學 凌婉嫻老師

漢師德萃學校 馮鑑邦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數學 黃嘉霖老師

閩僑小學 葉淑婷校長 湯佩儀主任 常識 龍嘉敏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朱偉林校長 鄒立明主任 數學 冼文標主任

鳳溪第一小學 朱偉林校長 鄒立明主任 數學 楊詠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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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謝盛業校長 陳廷軒主任 中文 蔡麗歡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雲毅廷老師

德信學校 郭超群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黃嘉慧老師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阮嫣玲修女 Ms Catherine Cheung 英文 Ms Holly Lau

德萃小學 高思敏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中文 Ye Yanyong Yanny

德萃小學 高思敏校長 伍蘊寧副校長 中文 Yu Qinghong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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