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小四級得獎名單

金獎 (46名)   (答對17題或以上)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尹獻樂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任浚翹 喇沙小學

伍學禮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何逸文 聖安當小學

吳淑曦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吳禮匡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李天豫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李彥霆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李崇一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林卓為 英華小學

姚縉熹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袁昀浩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張家睿 英華小學

張凱晴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梁綽廷 英華小學

許諾恆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陳柏皓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陳頌文 聖若瑟小學

陳鋒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陳耀生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黃乙峯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黃宇熙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黃晶晶 陳瑞祺(喇沙)小學

劉俊言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歐陽張維 農圃道官立小學

蔡順澤 聖若瑟小學

鄭琝騫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賴煒諾 喇沙小學

謝青霖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謝朗 聖若瑟小學

譚啟然 黃埔宣道小學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余信言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李宏毅 九龍塘宣道小學

徐祐得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袁思諾 循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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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希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陳卓溢 英華小學

陳致維 天主教明德學校

陳雋熙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黃㨗珉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黃豫晴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劉柏希 喇沙小學

鄭羽軒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黎誠謙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關展文 英華小學

蘇梓俊 浸信宣道會吕明才小學

銀獎 (89名)   (答對15-16題)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伍政亮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何劻達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余瑋深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余銘峰 聖若瑟小學

利澤桐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李正心 喇沙小學

李昊盈 荃灣官立小學

李東霖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沈子涵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沈欣曈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周曉言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林一澤 英華小學

林汶皜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施正皓 寶血會思源學校

洪梓鈞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范皓僑 香港培正小學

倫家河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馬祖迪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高藹旋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崔鎮浩 聖保羅書院小學

梁冠鋒 香港潮陽小學

梁創傑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梁皓俊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郭偉嵐 將軍澳官立小學
陳亦樂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陳泓灝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陳浩然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陳貴升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陸灝軒 青松侯寶垣小學

馮思捷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馮朗研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馮奧思 香港培正小學

黃立戩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黃芷汶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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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韋源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黃朗曦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黃祖軒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黃量 聖公會偉倫小學

黃煒鈞 樂華天主教小學

黃誠峰 馬鞍山靈糧小學

黃顯龍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楊坤寶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楊維廉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詹東尼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廖俊翔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蒲世民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劉采諭 嘉諾撒聖心學校

劉展釗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蔡佩峰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蔡明希 聖公會仁立小學

蔡智果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鄧峻豪 喇沙小學

鄧敏俞 光明學校

盧卓爾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錢冠佑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謝匡華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聶子堯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王實摯 英華小學

白懿琛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何佩鍵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何彥澄 海壩街官立小學

吳非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呂曜匡 英華小學

杜世偉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柳銘睎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洪瑋鍵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孫銘陶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高家灝 香港國際學校

張文熙 英華小學

張焯喬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梁希瑜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梁樂浠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莊焯雯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許天朗 九龍塘宣道小學

陳彥諾 聖若瑟小學

陳柏熹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樂淳 英華小學

麥禮謙 香港培正小學

程灝鋒 英華小學

黃佳怡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黃昊禮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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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信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黃梓軒 喇沙小學

楊栢喬 香港培正小學

楊喜喆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蔡曉朗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薛博舜 聖若瑟小學

羅悅希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關頌軒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銅獎 (151名)   (答對13-14題)

學校提名 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方嘉橋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王佩恩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王浩鋒 聖保羅書院小學

伍芯悅 黃埔宣道小學

何梓丞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何諾賢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余景濂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吳卓軒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吳卓軒 聖保羅書院小學

吳國維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呂學蘊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李沛毅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李尚殷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李浚霖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雙而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杜焯培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林振飛 筲箕灣崇真學校

林凱玲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林耀升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俞哲光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胡啟銳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夏鈿雨 石湖墟公立學校

孫宇軒 光明學校

翁朗希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袁文偉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馬興傑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康以晴 沙田官立小學

康烏日塔牧人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張    哲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明曦 筲箕灣崇真學校

張恩彤 道教青松小學

張鈞喬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梁樂軒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梁諾晴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梁耀駿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莊凱恩 聖公會仁立小學

許思問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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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紫晴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郭柏希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郭韋彤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郭健翔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天朗 陳瑞祺(喇沙)小學

陳沛彥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陳國緯 英華小學

陳梓軒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智昇 保良局世德小學

陳漢戈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陳澤鋒 喇沙小學

陳臻皓 九龍禮賢學校

陳寶鈿 嘉諾撒聖心學校

麥琇婷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麥濬哲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曾泓逸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馮正彥 李陞小學

黃佳煒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黃祉豐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黃浚熙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黃浩恩 香港培正小學

黃港深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黃靖康 香港潮陽小學

黃錫灝 沙田崇真學校

楊東曉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楊勰馨 將軍澳官立小學
溫嘉明 青松侯寶垣小學

葉睿韜 陳瑞祺(喇沙)小學

劉俊言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劉頌德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潘奕嘉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潘紹瑋 將軍澳官立小學
蔡旻熹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蔡泓昊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蔡敬謙 喇沙小學

蔡樂琳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蔣兆豐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鄧信希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鄧冠達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鄧雋樂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黎梓匡 馬鞍山靈糧小學

賴健文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錢映彤 聖公會仁立小學

龍玥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薛覺軒 聖若瑟小學

鍾嘉柏 鐘聲學校

鍾嘉晉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蘇子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家長提名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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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丁煒聰 香港嘉諾撒學校

尹柏晴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王健蘅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王顥臻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吳嘉晞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呂睿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宋亦丁 英華小學

李子軒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李天靖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李芷悠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阮梓晴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周樂熙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林素恩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邱俊熙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施俊賢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紀凱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胡晉熙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唐錦彬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袁嘉彤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戎 喇沙小學

張旻哲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張詠喬 馬頭涌官立小學

梁穎濤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許卓然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郭子賢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陳凌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陳悅瑤 北角循道學校

陳浩謙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陳湋賢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陳雋穎 蘇浙小學

陳樂天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陳顥丹 拔萃女小學

陸信能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麥家源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麥梓朗 英華小學

黄卓希 北角衛理小學

彭愷琪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曾綠娜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游懿昕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舒宇佳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馮家聰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馮詩悅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黃政翀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黃梓鋒 英華小學

黃詠琳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黃進溢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黃愷瑤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黃澤明 天主教善導小學

黃澤鋒 蘇浙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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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柏賢 馬頭涌官立小學

葉嘉洛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董宥生 蘇浙小學

董雪嵐 天主教明德學校

廖衍融 蘇浙小學

趙梓辰 蘇浙小學

劉泓希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劉洭滐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劉諭澄 英華小學

蔡佑南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鄧哲丞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黎深潼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戴嘉銘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謝逸熙 港大同學會小學

鍾和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關陳翔 聖公會偉倫小學

蘇錡煜 蘇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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