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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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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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李嘉慧副校長 音樂 任淑琼主任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李嘉慧副校長 視藝 吳惠詩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副校長 中文 李雪花主任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副校長 中文 雷珍珍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副校長 英文 吳蘭思老師

九龍塘宣道小學 吳麗芬校長 張碧珠副校長 英文 楊碧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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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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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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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梁朗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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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 盧偉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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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欣瑜主任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綺琼校長 徐淑貞副校長 英文 呂炳廣老師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綺琼校長 徐淑貞副校長 英文 張穎妤主任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綺琼校長 徐淑貞副校長 數學 黃希桐老師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綺琼校長 徐淑貞副校長 數學 鄭珮婷老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麗珠校長 關倩芬副校長 音樂 唐倩茵老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葉億兆校長 徐凱琳老師 視藝 黃曙光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譚光德校長 鍾玲老師 中文 李錦維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彭潔嫻校長 趙曼娜副校長 中文 馮麗珠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彭潔嫻校長 趙曼娜副校長 英文 施美玲主任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馬慶輝校長 馮國蓮副校長 英文 張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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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黎杏薇老師 中文 李欣欣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黎杏薇老師 英文 黎杏薇老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黎杏薇老師 常識 葉美娜主任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黃悅明博士 黎杏薇老師 數學 周梅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英文 黃秀恩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音樂 陳懿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音樂 黃淑芳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陳碧蘭校長 周偉倫副校長 數學 	李嘉妍老師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宋慧儀校長 葉雪妍助理校長 英文 鍾詠珊助理校長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宋慧儀校長 葉雪妍主任 英文 葉雪妍助理校長

英文 陳慕貞主任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中文 葉想玲老師

元朗商會小學 黎玉朝校長 黃珍妮老師 中文 廖韻婷老師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楊順校長 戴顯政副校長 數學 易媛兒老師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楊順校長 戴顯政副校長 數學 陳彩娟老師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宗藹雯校長 黃家明副校長 英文 陳美娟主任

民生書院小學 梁桂英校長 曾建勳主任 數學 曾建勳主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蔣棟良校長 Ms Cheung Lai Kwan 數學 李潔瑩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蔣棟良校長 Ms Cheung Lai Kwan 數學 胡凱怡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梁潤蓮校長 盧子齊主任 體育 吳詩雅老師

地利亞（閩僑）英文小學 張國威校長 Ms Leung Yuk Ping 體育 Mr Wong Sai Hong Patrick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洪美華校長 胡鳳媚老師 音樂 方燕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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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祖怡老師 英文 溫卓穎老師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祖怡老師 數學 陳秀恩老師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祖怡老師 數學 黃婉雯主任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鄒秉恩校長 方雪芳主任 數學 李佩雯老師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鄒秉恩校長 方雪芳主任 數學 林嘉蔓老師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盧震河校長 蔡淑萍副校長 中文 陳麗儀老師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盧震河校長 蔡淑萍副校長 英文 勞佩玲主任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鄭偉鳳校長 余玉屏主任 數學 林婉君老師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梁敦瑜校長 黃浩賢主任 數學 黃絲敏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英文 Ms Chan Pui Lam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校長 任婉儀主任 英文 Ms Mok Wai Man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張冬波神父 謝佩雯老師

Ms Jessica Lau
中文 陳海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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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黃娜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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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蒙爵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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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蔡志恒老師

青松侯寶垣小學 陳綺華校長 梁潔雯助理校長 英文 鄭詠甄老師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陳寶玲校長 蔡靜雯老師 中文 (待定)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劉彩玉校長 李詩慧主任 體育 周秀蘭老師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張炳堅校長 許慧兒主任 數學 李卓君老師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張炳堅校長 許慧兒主任 數學 馬雅文老師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張炳堅校長 許慧兒主任 數學 顏子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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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吳澤來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數學 張嘉慧主任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謝煒珞校長 梁麗顏主任 音樂 許碧茵主任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謝煒珞校長 梁麗顏主任 數學 侯烜楨主任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謝煒珞校長 梁麗顏主任 體育 高潔怡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Ms Chan Ngan Ling Annie 英文 Chan Ngan Ling Anni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Ms Chan Ngan Ling Annie 數學 Law Yuen Ye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Ms Chan Ngan Ling Annie 數學 Tam Jocylyn Chun Lam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偉佳校長 Ms Chan Ngan Ling Annie 數學 Wu Chui Yu

香港培道小學 陳敏儀校長 黎嘉儀主任 中文 羅仲光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梁美玲校長 陳朗恩主任 體育 陳朗恩主任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張寶雯校長 香俊斌主任

鄭紀文副校長

中文 馬敏儀主任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麥綺華校長 練寶瑜老師 音樂 戴翠華主任

香港潮商學校 詹漢銘校長 梁寶珊副校長 常識 林靜欣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中文 秦志凌老師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張靜嫺校長 李嘉濤副校長 英文 周林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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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詹漢明校長 余麗賢副校長 常識 江慧雯老師

海壩街官立小學 鄧筱筠校長 葉玉清主任 常識 袁莉娜老師

海壩街官立小學 鄧筱筠校長 葉玉清主任 數學 王俊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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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英文 高鳳儀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英文 黃淑賢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英文 劉芷筠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英文 鄺雲晶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常識 王嘉蓉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常識 呂銘賢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常識 胡潔虹主任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謝佩盈主任 常識 葉訊邦老師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溫衍超校長 范詠妍主任 中文 何臻傑老師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溫衍超校長 范詠妍主任 英文 黃利枚老師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朱慧敏校長 鄭頌霖主任 體育 鄭頌霖主任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Ms Leung Wai Mui 英文 梁家榕主任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Ms Leung Wai Mui 常識 譚燕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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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蕙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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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恩來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王雲珠校長 王娟主任 中文 黃安琪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王雲珠校長 王娟主任 視藝 陳惠儀老師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李碧雯校長 黃鳳儀副校長 中文 朱慧玲主任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中文 陳志堅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中文 陳青雲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中文 陳彥雯老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馬詠兒校長 陳志堅老師 英文 劉碧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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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林德育校長 黃勵德副校長 數學 香巧玲主任

彩雲聖若瑟小學 朱家樑校長 衛智立副校長 英文 張敏欣主任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鄺嘉瑩老師 中文 鄺嘉瑩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鄺嘉瑩老師 英文 陳懷恩老師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志斌校長 鄺嘉瑩老師 數學 陳謹書主任

深水埗官立小學 黃鳳霞校長 房正偉主任 中文 張詠詩主任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楊錦銚校長 李杏莊副校長 數學 陳潔文老師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蔡惠儀校長 劉惠玲老師 中文 洪少琼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陳家偉博士 鄧淑群老師 中文 李儷珠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陳家偉博士 鄧淑群老師 數學 朱卓研老師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李文萱校長 關焯賢副校長 英文 盧詠琛老師

聖公會仁立小學 羅春鳳校長 陳麗宜副校長 英文 蘇淑賢老師

聖公會主恩小學 李明珠校長 陳漢音主任 英文 賴瑞芬老師

聖公會主愛小學 駱瑞萍校長 李慧君副校長 中文 梁學瑜老師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張昌明校長 林美霞副校長 英文 Mr Wong Chi Kit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陳小燕校長 何潤雪主任 英文 何婉雯老師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陳小燕校長 何潤雪主任 英文 許少苗老師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劉凱芝校長 歐陽兆樑副校長 英文 余雪文主任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譚先明校長 黃淑貞副校長 英文 余維茵老師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田少斌校長 丘麗萍副校長 數學 鄭幗儀副校長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陸國森校長 周惠英副校長 數學 王有為老師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陸國森校長 周惠英副校長 數學 江佩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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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國釗校長 吳美霞主任 中文 楊詠雯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國釗校長 吳美霞主任 中文 鄭佩茵老師

聖母小學 吳文健修女 紀夏燕主任 英文 連慧琳老師

聖母小學 吳文健修女 紀夏燕主任 視藝 劉婉婷老師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何綺霞校長 程妙芬老師 英文 劉英如老師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秀儀校長 李翠娜副校長 數學 吳仕泉老師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秀儀校長 李翠娜副校長 數學 沈少清老師

路德會沙崙學校 任竹嬌校長 林慧卿老師 中文 許結秀老師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王淑芬校長 葉明詩老師 英文 暨朗而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副校長 中文 陳秀芬主任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副校長 中文 盧華娟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副校長 英文 陳珮琦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 梁卓賢校長 趙綺珊副校長 英文 黃婉儀老師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鄭志明校長 倪麗貞副校長 中文 張柱謙主任

閩僑小學 葉淑婷校長 湯佩儀主任 英文 張煒琳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朱偉林校長 楊詠盈主任 數學 楊詠盈主任

德信學校 李美鶯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徐珮蓉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中文 楊敏鳳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英文 尹珮琳老師

德信學校 李美鶯校長 李英超副校長 英文 陳慕儂老師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劉鐵梅校長 張靜思主任 中文 蘇麗明老師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劉鐵梅校長 張靜思主任 英文 譚詠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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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華天主教小學 何潔珊校長 王娟香副校長 中文 黃秀玲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中文 劉冰冰老師

激活英文小學 羅煦鈞校長 李梓彤副校長 中文 謝愛紅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