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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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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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林萱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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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陳紀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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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劉欣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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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綺琼校長 徐淑貞副校長 中文 陳素茹老師
鄧可欣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譚光德校長 鍾玲老師 數學 鄭宗輝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梁淑儀校長 王瑜瑜老師 中文 伍葉媚老師
王瑜瑜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彭潔嫻校長 趙曼娜副校長 數學 楊璧安老師
陳文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彭潔嫻校長 趙曼娜副校長 常識 陳康凝老師
梁慧芝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趙潔華校長 王愷琦老師 數學 陳佩菁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趙潔華校長 王愷琦老師 常識 王奕彤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戴家莉主任 中文 鄧菊芳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靜雯校長 戴家莉主任 數學 陳敏珊老師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王少超校長 馮永祥主任 數學 陳善衡老師
黃麗途老師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薛詠詩校長 江佩玲副校長 數學 袁龍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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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體育 蕭貝莎老師
王力可老師
蔡慧茹老師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淑兒校長 廖美儀老師 視藝 張麗婷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數學 張麗芬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數學 賴新容老師

天主教博智小學 陳碧琪校長 張美儀老師 視藝 馬廷瑤老師
黃寶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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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蔣棟良校長 Ms Cheung Lai Kwan 中文 張麗君主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蔣棟良校長 Ms Cheung Lai Kwan 數學 麥明慧老師
趙碧蓮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胡寶偉老師 中文 吳荷冰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胡寶偉老師 中文 夏碧欣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胡寶偉老師 數學 林盛楷老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葉春燕校長 胡寶偉老師 數學 孫梓聰老師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鄒秉恩校長 方雪芳主任 數學 王秀雯老師
陳巧儀老師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羅倩兒校長 關思瑾副校長 體育 王奇主任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張冬波神父 謝佩雯老師 數學 Mr Eddy Mong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張冬波神父 謝佩雯老師 數學 Mr Lawrence Choy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張冬波神父 謝佩雯老師 常識 Ms Candy Au
Ms Jessica Lau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梁潔雯助理校長 數學 李東樂老師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寶玲校長 蔡靜雯老師 數學 吳頌欣老師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寶玲校長 蔡靜雯老師 數學 劉秋怡老師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寶麗校長 姜綺婷副校長 中文 葉玉玲老師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寶麗校長 姜綺婷副校長 數學 溫苾芬主任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余志賢校長 李明佳副校長 中文 阮美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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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Chan Ngan Ling Annie 音樂 黎樂堃老師

香港培道小學 陳敏儀校長 黎嘉儀主任 數學 劉嘉恩老師

香港培道小學 陳敏儀校長 黎嘉儀主任 數學 羅啟聰老師

香港培道小學 陳敏儀校長 黎嘉儀主任 常識 葉承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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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莊莎妮校長 何佩玲主任 音樂 何天睿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莊莎妮校長 何佩玲主任 視藝 歐衍彤老師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陶群眷校長 邱詠恩主任 中文 黃智敏老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曹希銓校長 黃影琪小姐 視藝 何曉倩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香俊斌主任 數學 何保光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香俊斌主任 常識 陳穎欣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常識 曾星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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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劉敏玲老師
林晞瑜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體育 謝振豪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李世華副校長 中文 陳君泰主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趙劍眉校長 劉振華副校長 數學 劉振華副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王雲珠校長 王娟主任 中文 李凌墅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王雲珠校長 王娟主任 體育 楊浩然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蕭婷校長 任碧儀副校長 數學 何綺雯老師

聖公會仁立小學 羅春鳳校長 陳麗宜副校長 音樂 歐陽秀姿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數學 鄧屹峰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音樂 李曉茵老師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蘇詠思校長 袁小燕主任 中文 陳念慈老師
陳嘉盛老師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蘇詠思校長 袁小燕主任 體育 王柱老師
黃騰超老師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譚先明校長 黃淑貞副校長 中文 蕭志明主任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譚先明校長 黃淑貞副校長 視藝 易巧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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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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樺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數學 歐陽淑茵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常識 王聖雯老師
陳嘉唏老師
李盧凱茵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音樂 馮杏瑜老師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高淑佩校長 郭靜文副校長 視藝 鄧曉蕾老師
羅陳舜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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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娜副校長 數學 廖嘉萍老師

瑪利曼小學 勞家明校長 Ms Winnie Tse 數學 Ms Winnie Wong

德信學校 李美鶯署任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何秀儀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署任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黎志茵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署任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馮仲頤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署任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數學 鍾廷欣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數學 Ms Edith Lai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常識 張潔珊主任
賴承恩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