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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民 聖保羅書院小學 香港

熊志春 李陞小學 香港

蕭美玉 聖保羅男女(堅尼地道)小學 香港

周以仁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香港

陳茗茵  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香港

汪永生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上午校) 香港

寗志遠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香港

丁鵬程 北角官立小學 (上午校) 香港

陳國才 筲箕灣官立小學 (上午校) 香港

譚燁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香港

阮克榮 優材 (楊殷有娣) 書院 香港

譚恩穎 喇沙小學 九龍

葉姝麗 喇沙小學 九龍

李小敏 喇沙小學 九龍

黄潔薇 喇沙小學 九龍

張健杏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趙均基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張詠賢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黄仲強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譚嘉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李光明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九龍

梁已正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九龍

黎善恩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九龍

袁國慶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九龍

馬佩賢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九龍

朱杏茵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

陳文慧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

蕭愛華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

彭奮強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

黃健英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

余芷珊 馬頭涌官立小學 九龍

文德恩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九龍

林燕燕 聖公會奉基小學 九龍

潘敏珊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九龍

謝惠芳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上午校) 九龍

梁嘉美 海帆道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九龍

鄧肇安 海帆道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九龍

吳少卿 海帆道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九龍

陳中行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九龍

羅偉婷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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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東佑 香港培道小學 九龍

林仲文 香港培道小學 九龍

謝盛業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九龍

洪悅文 德信學校 九龍

李瑞雅 德信學校 九龍

潘寶華 數學世界 九龍

阮綺萍 — 九龍

梁志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新界

譚綺華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新界

林彩霞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新界

廖淑冰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新界

楊振彪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新界

林達璋 聖公會主風小學 新界

周雪琴 保良局志豪小學 新界

朱梅燕 聖公會靈愛小學 新界

關星聯 星韻綜藝研習社 新界

鍾綺霞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上午部) 新界

高炎彪 / 李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下午校) 新界

黃浩民 / 温苾芬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下午校) 新界

吳藝璇 / 林美芬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下午校) 新界

甘秀貞 禾輋信義學校 新界

呂惠华 聖公會主愛小學 新界

鄺嬡娜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新界

李詠詩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新界

張振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新界

郭小姐 聰怡教育中心 新界

歐陽錦泉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下午校) 新界

鄧合偉 石湖墟公立學校 新界

潘城英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午校) 新界

孫振華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午校) 新界

陳密娜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新界

林繁萬 荃灣官立小學 新界

高家歡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新界

黄錦華 道教青松小學 新界

邱鈞裕 道教青松小學 新界

陳穎君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新界

楊玉雲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新界

伍金娥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新界

李淑瑜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新界

黄迪琪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新界

文潔碧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新界

覃樹邦 青松侯寶垣小學 新界

曾美兒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新界

馬啟能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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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荻文 聖保羅男女中學  香港

梁麗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香港

許子岳     皇仁書院       香港

李銘賢 金文泰中學   香港

吳水拔 / 陳勁力 培僑中學    香港

何美芬 港島民生書院 香港

馮碧珊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九龍

蔡玉明 / 歐潤南    可立中學     九龍

  梁德 / 鄧巧鸞    可立中學     九龍

梁偉達 天主教伍華中學 九龍

劉偉雄 聖言中學 九龍

梁國輝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九龍

孔憲新 聖傑靈女子中學  九龍

張美華 德望學校 九龍

劉啓榮 德雅中學 九龍

王志成 喇沙書院 九龍

C.P.Wong 拔萃男書院 九龍

郭吳江 / 譚定邦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新界

黃百雄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新界

關劍忠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新界

關星聯 星韻綜藝研習社       新界

馮德華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新界

曹錠邦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新界

張凱林 / 蘇偉森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新界

何穎敏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新界

周志文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新界

朱立夫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新界

周堅旋 / 葉綺雯 沙田蘇浙公學 新界

林燕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陳震夏中學  新界

唐偉雄       迦密柏雨中學        新界

李穎茵 / 李劍楓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新界

林若思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新界

黃志熙 / 韋祖光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新界

何嘉蘭 / 石霆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新界

倪桂明 聖羅撒書院  新界

EKW   德信中學     新界

林恵儀   王肇枝中學    新界

鄧永福    羅定邦中學     新界

孟美蘭 先致教育中心  新界

黃國偉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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