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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西 區 扶 輪 社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四屆) 

初級組名單公佈 

賽場：禮堂 

註: 學生需自行記下獲分配的參賽編號，作為初賽的座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參賽編號/座號 賽場 

風采中學 趙欣彤 J001 禮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官子珊 J002 禮堂 

觀塘官立中學 文富妤 J003 禮堂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林明煒 J004 禮堂 

香港培道中學 吳結瑜 J005 禮堂 

迦密主恩中學 黃寶儀 J006 禮堂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黃巧楠 J007 禮堂 

德雅中學 麥穎曦 J008 禮堂 

筲箕灣官立中學 杜蒨婷 J009 禮堂 

沙田培英中學 鍾施憫 J010 禮堂 

香港培正中學 楊汶璁 J011 禮堂 

聖保羅書院 陳懷皓 J012 禮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張詠喬 J013 禮堂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冼美昕 J014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黃凱燕 J015 禮堂 

協恩中學 楊子昕 J016 禮堂 

寧波公學 韓麗雯 J017 禮堂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符希婷 J018 禮堂 

英華書院 蕭卓行 J019 禮堂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何月盈 J020 禮堂 

聖馬可中學 陳穎嫻 J021 禮堂 

荃灣官立中學 許穎琳 J022 禮堂 

聖保羅男女中學 梁健洛 J023 禮堂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鄭卓顒 J024 禮堂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許燕洋 J025 禮堂 

瑪利曼中學 陳慧橋 J026 禮堂 

王肇枝中學 黃宏立 J027 禮堂 

皇仁書院 吳秉晞 J028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梁凱晴 J029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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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陳珈勤 J030 禮堂 

陳樹渠紀念中學 李澤熙 J031 禮堂 

德望學校 蔡璟宜 J032 禮堂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鄭安迪 J033 禮堂 

港大同學會書院 譚爾樂 J034 禮堂 

九龍真光中學 盧佩琦 J035 禮堂 

循道中學 歐樂瑤 J036 禮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梁爾恩 J037 禮堂 

匯基書院(東九龍) 蔡凱名 J038 禮堂 

拔萃女書院 陳令宜 J039 禮堂 

聖若瑟書院 陳卓男 J040 禮堂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蔡培琳 J041 禮堂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陳綺筠 J042 禮堂 

裘錦秋中學（葵涌） 倪倩瑤 J043 禮堂 

啟思中學 梁瑋珈 J044 禮堂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劉皓蕓 J045 禮堂 

景嶺書院 林曜峯 J046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陳凱怡 J047 禮堂 

中華基金中學 李嘉穎 J048 禮堂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葉哲朗 J049 禮堂 

天水圍官立中學 馮俊泓 J050 禮堂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鄭君懿 J051 禮堂 

金文泰中學 馮琬云 J052 禮堂 

德蘭中學 黃珮瑜 J053 禮堂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張可炘 J054 禮堂 

將軍澳香島中學 何芷欣 J055 禮堂 

沙田蘇浙公學 張欣桐 J056 禮堂 

梁式芝書院 黃柏盈 J057 禮堂 

福建中學 (觀塘) 趙葦瑋 J058 禮堂 

東涌天主教學校 陳慧琳 J059 禮堂 

高主教書院 潘俊熹 J060 禮堂 

聖公會陳融中學 馮邦銘 J061 禮堂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陳麗燕 J062 禮堂 

伊利沙伯中學 歐佩芝 J063 禮堂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李寶禧 J064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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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胡仲賢 J065 禮堂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劉曉楠 J066 禮堂 

伯裘書院 楊家銘 J067 禮堂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馮靖桐 J068 禮堂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趙震英 J069 禮堂 

青年會書院 歐凱欣 J070 禮堂 

民生書院 何俊樂 J071 禮堂 

培僑書院 羅昕彤 J072 禮堂 

將軍澳官立中學 李莉菱 J073 禮堂 

聖嘉勒女書院 呂舒雅 J074 禮堂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張帥宁 J075 禮堂 

李求恩紀念中學 譚茗譯 J076 禮堂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陳樂妍 J077 禮堂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林俊華 J078 禮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文  靜 J079 禮堂 

葵涌循道中學 王佩君 J080 禮堂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何俊朗 J081 禮堂 

屯門官立中學 鍾安芹 J082 禮堂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吳冠熹 J083 禮堂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丘智健 J084 禮堂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鄧清盈 J085 禮堂 

風采中學 黃晞彤 J086 禮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賴亭焮 J087 禮堂 

觀塘官立中學 施鈞鴻 J088 禮堂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徐可人 J089 禮堂 

香港培道中學 陳暐澄 J090 禮堂 

迦密主恩中學 卓詩敏 J091 禮堂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馮家愛 J092 禮堂 

德雅中學 伍紫鈺 J093 禮堂 

筲箕灣官立中學 賴俊晴 J094 禮堂 

沙田培英中學 朱恩曈 J095 禮堂 

香港培正中學 葉穎瑜 J096 禮堂 

聖保羅書院 李以正 J097 禮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梁雅軒 J098 禮堂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廷軒 J099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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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嶺書院 林國浩 J100 禮堂 

協恩中學 潘思恆 J101 禮堂 

寧波公學 曾穎怡 J102 禮堂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呂兆興 J103 禮堂 

英華書院 吳思齊 J104 禮堂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陳安炫 J105 禮堂 

聖馬可中學 林傲雪 J106 禮堂 

荃灣官立中學 林梓穎 J107 禮堂 

聖保羅男女中學 尹芷蕎 J108 禮堂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曾楚婷 J109 禮堂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江嘉盈 J110 禮堂 

瑪利曼中學 劉紫浵 J111 禮堂 

王肇枝中學 葉海晴 J112 禮堂 

皇仁書院 巢銘楠 J113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羅蕊怡 J114 禮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黃智勤 J115 禮堂 

陳樹渠紀念中學 鄔紫荊 J116 禮堂 

德望學校 蔡善行 J117 禮堂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徐名灝 J118 禮堂 

港大同學會書院 邱卓鋒 J119 禮堂 

九龍真光中學 林曉芝 J120 禮堂 

循道中學 陳可穎 J121 禮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呂汶宣 J122 禮堂 

匯基書院(東九龍) 簡恩翹 J123 禮堂 

拔萃女書院 宋修璇 J124 禮堂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葉寶瑩 J125 禮堂 

啟思中學 郭綮天 J126 禮堂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陳昕頌 J127 禮堂 

景嶺書院 洪靜雯 J128 禮堂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鄭浩鋒 J129 禮堂 

天水圍官立中學 關心妍 J130 禮堂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王樂琳 J131 禮堂 

金文泰中學 張朝匡 J132 禮堂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羅梓穎 J133 禮堂 

將軍澳香島中學 麥凱琳 J134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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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式芝書院 王雅雯 J135 禮堂 

福建中學 (觀塘) 陳沛軒 J136 禮堂 

高主教書院 陳向靖 J137 禮堂 

聖公會陳融中學 祁康兒 J138 禮堂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關海晴 J139 禮堂 

伊利沙伯中學 黃智群 J140 禮堂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黃梓元 J141 禮堂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吳思瑜 J142 禮堂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彭卓妍 J143 禮堂 

伯裘書院 黃仲熙 J144 禮堂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潘樂林 J145 禮堂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楊詩敏 J146 禮堂 

培僑書院 鄭芷晴 J147 禮堂 

將軍澳官立中學 呂雪蕾 J148 禮堂 

聖嘉勒女書院 羅晞彤 J149 禮堂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劉嘉儀 J150 禮堂 

李求恩紀念中學 鄒智嵐 J151 禮堂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黎臻傑 J152 禮堂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蕭佩瑤 J153 禮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綺翹 J154 禮堂 

葵涌循道中學 甄彩儀 J155 禮堂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容曉瑩 J156 禮堂 

屯門官立中學 黃裴敏 J157 禮堂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張鎧楠 J158 禮堂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黎樂然 J159 禮堂 

風采中學 陳友友 J160 禮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柯凱桐 J161 禮堂 

觀塘官立中學 呂乙丹 J162 禮堂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鄒嘉欣 J163 禮堂 

香港培道中學 胡雅婷 J164 禮堂 

迦密主恩中學 李希藍 J165 禮堂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葛彥嵐 J166 禮堂 

德雅中學 張詩靜 J167 禮堂 

筲箕灣官立中學 陳劻狄 J168 禮堂 

沙田培英中學 方  晴 J169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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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 柁  鈴 J170 禮堂 

聖保羅書院 伍敦文 J171 禮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許茜瑤 J172 禮堂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莫筱翎 J173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李佩兒 J174 禮堂 

協恩中學 凌曉怡 J175 禮堂 

寧波公學 歐陽啓翔 J176 禮堂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國萍 J177 禮堂 

英華書院 梁樂行 J178 禮堂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劉曉瑩 J179 禮堂 

聖馬可中學 羅婷之 J180 禮堂 

荃灣官立中學 梁芷翹 J181 禮堂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  彥 J182 禮堂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蕭翠姿 J183 禮堂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麥芷甄 J184 禮堂 

瑪利曼中學 劉語童 J185 禮堂 

王肇枝中學 嚴靖盈 J186 禮堂 

皇仁書院 陳一釩 J187 禮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何泳妍 J188 禮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趙珮瑜 J189 禮堂 

陳樹渠紀念中學 鄒浚杰 J190 禮堂 

德望學校 曹萃菁 J191 禮堂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秦可心 J192 禮堂 

港大同學會書院 厲曉芝 J193 禮堂 

九龍真光中學 歐陽雅瑜 J194 禮堂 

循道中學 沈詠瑤 J195 禮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陳芷瑩 J196 禮堂 

匯基書院(東九龍) 高綽忻 J197 禮堂 

拔萃女書院 陳諾希 J198 禮堂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吳浩天 J199 禮堂 

景嶺書院 鄭塏桐 J200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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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402 課室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何卓諺 J201 402 課室 

天水圍官立中學 曾祥傑 J202 402 課室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何沂潔 J203 402 課室 

金文泰中學 侯玓贇 J204 402 課室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黃丞佑 J205 402 課室 

梁式芝書院 蔣佩珊 J206 402 課室 

聖公會陳融中學 嚴愷晴 J207 402 課室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關納斯 J208 402 課室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盧欣欣 J209 402 課室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陳巧欣 J210 402 課室 

培僑書院 羅銦霆 J211 402 課室 

將軍澳官立中學 王梓溦 J212 402 課室 

聖嘉勒女書院 吳綺琪 J213 402 課室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陳樂融 J214 402 課室 

李求恩紀念中學 黃穎茵 J215 402 課室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夢瑤 J216 402 課室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駱穎晞 J217 402 課室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吳芊瑩 J218 402 課室 

葵涌循道中學 楊巧晴 J219 402 課室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羅慶瑜 J220 402 課室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陳植娸 J221 402 課室 

風采中學 郭恩瑜 J222 402 課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李忠憲 J223 402 課室 

觀塘官立中學 蕭寶儀 J224 402 課室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馮靖恩 J225 402 課室 

香港培道中學 陳麗晴 J226 402 課室 

迦密主恩中學 沈紀彤 J227 402 課室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芯瑜 J228 402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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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403 課室 

 

德雅中學 江愷悠 J229 403 課室 

筲箕灣官立中學 徐庄紅 J230 403 課室 

沙田培英中學 張迦喬 J231 403 課室 

香港培正中學 林靜嵐 J232 403 課室 

聖保羅書院 鄺可圖 J233 403 課室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謝漢妮 J234 403 課室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瞿羽軒 J235 403 課室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戴思明 J236 403 課室 

協恩中學 李穎妤 J237 403 課室 

寧波公學 陳綽瑤 J238 403 課室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家琪 J239 403 課室 

英華書院 植俊偉 J240 403 課室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李思穎 J241 403 課室 

聖馬可中學 勞競儀 J242 403 課室 

荃灣官立中學 凌子晴 J243 403 課室 

聖保羅男女中學 陳焯鏗 J244 403 課室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何嘉怡 J245 403 課室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馮澄晞 J246 403 課室 

瑪利曼中學 黃芷瑭 J247 403 課室 

王肇枝中學 倫家瑋 J248 403 課室 

皇仁書院 廖善珩 J249 403 課室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林鑫娜 J250 403 課室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吳栢熙 J251 403 課室 

陳樹渠紀念中學 林嘉欣 J252 403 課室 

德望學校 王惠嵐 J253 403 課室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伍芷瑩 J254 403 課室 

港大同學會書院 張為德 J255 403 課室 

九龍真光中學 林苑汶 J256 403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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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西 區 扶 輪 社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賽場：408 課室 

 

循道中學 王莉莎 J257 408 課室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劉恩彤 J258 408 課室 

匯基書院(東九龍) 林蔚祺 J259 408 課室 

拔萃女書院 李卓藍 J260 408 課室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張遠謀 J261 408 課室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何卓橋 J262 408 課室 

天水圍官立中學 楊創天 J263 408 課室 

梁式芝書院 馮嘉雯 J264 408 課室 

高主教書院 梁子軒 J265 408 課室 

聖公會陳融中學 馬穎昕 J266 408 課室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胡  威 J267 408 課室 

培僑書院 莫子霄 J268 408 課室 

將軍澳官立中學 黃榮芳 J269 408 課室 

聖嘉勒女書院 鄒卓曈 J270 408 課室 

李求恩紀念中學 蕭曉靜 J271 408 課室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梁穎思 J272 408 課室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鍾煒均 J273 408 課室 

風采中學 馮玉怡 J274 408 課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周燁謙 J275 408 課室 

觀塘官立中學 蕭銘杰 J276  408 課室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蕭雪晴 J277 408 課室 

香港培道中學 方正柔 J278 408 課室 

迦密主恩中學 李曉峰 J279 408 課室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葉卓滔 J280 408 課室 

德雅中學 李子蕾 J281 408 課室 

筲箕灣官立中學 陳穎瑤 J282 408 課室 

沙田培英中學 盧芊茗 J283 408 課室 

香港培正中學 梁鈞凱 J284 408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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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西 區 扶 輪 社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賽場：409 課室 

 

聖保羅書院 陳文傑 J285 409 課室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李文萃 J286 409 課室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陳庭晉 J287 409 課室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黃培欣 J288 409 課室 

協恩中學 鄘清洛 J289 409 課室 

寧波公學 梁嘉琪 J290 409 課室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柯卓琳 J291 409 課室 

英華書院 李彥朗 J292 409 課室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羅卲瑜 J293 409 課室 

聖馬可中學 安美玲 J294 409 課室 

荃灣官立中學 方子磷 J295 409 課室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愷楠 J296 409 課室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蘇淑明 J297 409 課室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梅暐淇 J298 409 課室 

瑪利曼中學 湯梓翹 J299 409 課室 

王肇枝中學 李芷喬 J300 409 課室 

皇仁書院 洪顥庭 J301 409 課室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余詠琪 J302 409 課室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譚子聰 J303 409 課室 

陳樹渠紀念中學 余嘉麗 J304 409 課室 

德望學校 符嘉容 J305 409 課室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陳俊熹 J306 409 課室 

港大同學會書院 鍾嘉敏 J307 409 課室 

九龍真光中學 潘樂恩 J308 409 課室 

循道中學 黄可和 J309 409 課室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羅樂陶 J310 409 課室 

匯基書院(東九龍) 梁采琳 J311 409 課室 

拔萃女書院 廖天藍 J312 409 課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