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練嘉臣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何彥希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樊琦澤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海星中學 顏朗琪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柏堯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葉逸朗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培華中學 彭祝浩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黃泓然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海星中學 林俊彥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區子軒 金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莊希佑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黃梓童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東南學校 郭雲霆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華中學 李詠翀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李峻皓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華中學 胡凱森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海星中學 鍾志勤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華中學 譚宇晴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楊昊銘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鄧梓朗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華中學 陳丞銳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家揚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江艾霖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海星中學 李振軒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藍芊羽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施桀宇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倪子軒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柏翹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劉浩錕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東南學校 林可頤 銀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余康妮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袁世樂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葉曉彤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德明學校 林子嵐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培正中學 林建壹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徐梓崴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東南學校 伍庭禧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培道中學(幼稚園) 周啟鋒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馮子朗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徐熙茹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崔家朗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東南學校 林恬米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德明學校 畢允曦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何佑東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母佑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李思朗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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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高 Kindergarten



幼高 Kindergarten 教業中學 陳翺風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海星中學 羅胤福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東南學校 羅國正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德明學校 沈淑婷 銅
幼高 Kindergarten 菜農子弟學校 梁紫盈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 First grade 鏡平學校 鍾釗平 冠軍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徐旨樂 金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鄭敬熹 金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李駿熹 金
小㇐ First grade 教業中學 曾梓軒 金
小㇐ First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鄭昌銘 金
小㇐ First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蔡昊江 金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林暐然 金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李善施 金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李俊熙 金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吳日朗 銀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容冠東 銀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子靖 銀
小㇐ First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鍾簟朗 銀
小㇐ First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蔡愷晉 銀
小㇐ First grade 同善堂中學 杜家樂 銀
小㇐ First grade 同善堂中學 馮紫菁 銀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黃宇彬 銀
小㇐ First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李睿 銀
小㇐ First grade 東南學校 蘇曉暉 銀
小㇐ First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何承德 銀
小㇐ First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黃愷燁 銀
小㇐ First grade 鏡平學校 黃竣謙 銀
小㇐ First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陳柏言 銀
小㇐ First grade 沙梨頭坊眾學校 郭泳東 銀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胡朗然 銀
小㇐ First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冼睿 銀
小㇐ First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黃宇謙 銀
小㇐ First grade 教業中學 鄺展灝 銀
小㇐ First grade 聖保祿學校 鄧智仁 銀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鄧穎潼 銅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璟賢 銅
小㇐ First grade 聖保祿學校 甘焯賢 銅
小㇐ First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房景月 銅
小㇐ First grade 新華學校 葉思穎 銅
小㇐ First grade 東南學校 伍灝鋒 銅
小㇐ First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梁晉禧 銅
小㇐ First grade 鏡平學校 謝健穎 銅
小㇐ First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馮恩瀚 銅
小㇐ First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張穎珊 銅
小㇐ First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周卓霖 銅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朱智珩 銅
小㇐ First grade 培華中學 胡琪 銅

小㇐ First grade



小㇐ First grade 教業中學 林鈺霏 銅
小㇐ First grade 福建學校 李婧瑜 銅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周灝澧 銅
小㇐ First grade 培正中學 盧政顥 銅
小㇐ First grade 教業中學 張灝楓 銅
小㇐ First grade 教業中學 陳洛霖 銅
小㇐ First grade 聖保祿學校 鄭卓琳 銅
小㇐ First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許梓童 銅
小㇐ First grade 福建學校 曾錦龍 銅
小㇐ First grade 培華中學 劉諾悕 銅
小㇐ First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黃梓曦 銅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吳昊陽 銅
小㇐ First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區叡其 銅
小㇐ First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伍穎熙 銅
小㇐ First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褚臻鋆 銅
小㇐ First grade 新華學校 王玥 銅
小㇐ First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歐陽呈怡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二 Second grade 培正中學 劉晉亨 冠軍
小二 Secon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鄭焯林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姚嘉賢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甘健銘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林志杰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顏思庭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鏡平學校 盧峻熙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何家逸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培正中學 馮柏潼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劉子賢 金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余汶憲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培華中學 吳晉嶸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何逸俊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鏡平學校 吳匡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德明學校 蔡少毅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鏡平學校 郭亮玥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馮柏堯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黃瀚宇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劉駿業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黃詠欣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培正中學 馮悅賢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黃俊碩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靖彬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趙至楨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洪宇澤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庭山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聖保祿學校 盧尉琳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聖家學校 黎柏然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林逸誠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楊泓遠 銀
小二 Secon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林啟洋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小二 Secon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關家豪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鏡平學校 陳樂弦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培正中學 蔡浚謙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保祿學校 羅芷昕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德明學校 李根鴻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武浩軒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邱寶霖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培華中學 何偉柏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鄭咏安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保祿學校 蕭聖楠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劉睿霖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培正中學 黃荻翹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招敬熙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王宇軒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梁文博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東南學校 伍淑堃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梁承㇐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林瑋昊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黎嘉軒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何穎萱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教業中學 李晧陽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新華學校 呂俊賢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東南學校 梁貫㇐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福建學校 關子宇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黃宇軒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朱紹敏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魏子謙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新華學校 余豐 銅
小二 Second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陳逸軒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麥君權 冠軍
小三 Third grade 培正中學 何彥樂 金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梁栢濂 金
小三 Third grade 培正中學 梁啟賢 金
小三 Third grade 培正中學 麥俊希 金
小三 Third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喬子航 金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陳天澤 金
小三 Third grade 培正中學 陳上禮 金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黎峻澔 金
小三 Third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黃瑋琳 金
小三 Third grade 培正中學 施懿罡 銀
小三 Third grade 聖善學校 劉致瑋 銀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袁嘉希 銀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鍾文軒 銀
小三 Third grade 鏡平學校 張仁騰 銀
小三 Third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桑山人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曾子齊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盧章睿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峻汧 銀

小三 Third grade



小三 Thir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趙梓賢 銀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王皓欣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教業中學 嚴稀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古家定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子鵬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教業中學 馮晞琳 銀
小三 Thir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林鍵栩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庄永揚 銀
小三 Third grade 鏡平學校 林建宏 銀
小三 Third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劉卓謙 銀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曙均 銀
小三 Third grade 鏡平學校 張兆鑫 銅
小三 Thir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關行舜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聖保祿學校 鄭健謙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朱文熙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鍾浩雲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馮文軒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培華中學 廖子翹 銅
小三 Third grade 鏡平學校 朱歷濠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聖善學校 葉梓桓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新華學校 楊智誠 銅
小三 Third grade 鏡平學校 丁曉鋒 銅
小三 Third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劉亦恒 銅
小三 Third grade 福建學校 蘇滿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靖希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新華學校 施家榮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同善堂中學 馮棨敬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教業中學 楊朔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聖保祿學校 趙樂賢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韋梓軒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東南學校 許立賢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同善堂中學 馮棨頌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廖雯莉 銅
小三 Third grade 福建學校 林子沛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張宇晴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何衍禧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麥錦源 銅
小三 Third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何冠陞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鄺嘉霖 銅
小三 Third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張珈漪 銅
小三 Third grade 沙梨頭坊眾學校 黃子陽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曾廣昊 冠軍
小四 Four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李煒釗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鍾文皓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許錦洲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周政楠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吳奕軒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梁正樂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譚淳太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李健銘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馮耀東 金
小四 Four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梁智敏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鍩琳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泳童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盧樂盈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魏致美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新華學校 陳永翔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廖翊畯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陳卓謙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陳健朗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郭雨萌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東南學校 劉凱謙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王瑞麟 銀
小四 Tenth grade 教業中學 陳煒俊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鍾君彥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陸恒宇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盧杏怡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胡駿韜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鮑陽明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趙澤同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教業中學 馬穎恩 銀
小四 Fourth grade 教業中學 潘卓穎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陳朗彥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教業中學 朱謙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方啟匡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張家敏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鏡平學校 莊欣妍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培正中學 李迪朗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培華中學 鄭竣熙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新華學校 周子濠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鄧善恒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新華學校 康晉生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李殷博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蘇嘉誠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鄧芷浠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培華中學 林若昕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阮靜欣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吳熙鏇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中德學校 葉聖哲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麥俊傑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呂浩民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郭俊延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林凱瀅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蔡俊杰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梁其軒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周駿軒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盈軒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培華中學 戴詩語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東南學校 梁斯雅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莊文謙 銅
小四 Fourth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李鵬宇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林鉑洪 冠軍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馮毅軒 金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伍行知 金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薛珏禮 金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李思賢 金
小五 Fi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林柏鴻 金
小五 Fi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許梓翊 金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譚皓華 金
小五 Fi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黃銘謙 金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源卓穎 金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許爾泰 銀
小五 Fi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余韶燊 銀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張健成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妤歡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胡柏熙 銀
小五 Fi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朱相檳 銀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施懿軒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楊皓程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黃文熙 銀
小五 Fi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關智謙 銀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劉鍵楠 銀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吳家熙 銀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王康澤 銀
小五 Fi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王梓睿 銀
小五 Fi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蔡雅菱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新輝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黃天澤 銀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昱天 銀
小五 Fifth grade 教業中學 盛果豐 銀
小五 Fifth grade 教業中學 何穎朗 銀
小五 Fi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黃浩培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梁君怡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梁永鍇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蕭文迪 銅
小五 Fifth grade 教業中學 蔡俊宇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梁敬富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黃偉文 銅
小五 Fifth grade 鏡平學校 梁家綽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伍宇斌 銅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張明軒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陳逸朗 銅
小五 Fifth grade 中德學校 LUO LI XIN YI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吳凱泉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培正中學 鄭承熹 銅
小五 Fifth grade 海星中學 蕭嘉煒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小五 Fif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郭康鑫 銅
小五 Fifth grade 福建學校 黃文熙 銅
小五 Fifth grade 福建學校 何健輝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黃少麒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蓮峰普濟學校 許曉琪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姚昱彤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劉雪彤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區文朗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黃純皓 銅
小五 Fifth grade 教業中學 施慧聰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伍樂恆 銅
小五 Fif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潘煒銘 銅
小五 Fi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陳俊熹 銅
小五 Fif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馮詠欣 銅
小五 Fifth grade 新華學校 蔡尚衡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施人銘 冠軍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黃莉茵 金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葉豪翔 金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區永權 金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馮逸賢 金
小六 Sixth grade 鏡平學校 張芷晴 金
小六 Sixth grade 鏡平學校 霍子揚 金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偉翀 金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梁嘉浩 金
小六 Six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蔡海鋒 金
小六 Six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黃柏恆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李嘉濠 銀
小六 Sixth grade 鏡平學校 劉曉恆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紫軒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沙梨頭坊眾學校 湯智楓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許睿翔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梁恩祈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王信 銀
小六 Six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蘇子健 銀
小六 Six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汛㇐ 銀
小六 Six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嚴卓韜 銀
小六 Six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何佳銘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鄧智聰 銀
小六 Sixth grade 中德學校 葉子浩 銀
小六 Six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瑋浩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梁君豪 銀
小六 Sixth grade 培正中學 鄭子謙 銀
小六 Sixth grade 教業中學 陳健豪 銀
小六 Six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黃靖雯 銀
小六 Six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陳璟朗 銀
小六 Six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吳啓楠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尹霖 銅
小六 Six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張宏傑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小六 Six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梁永言 銅
小六 Sixth grade 福建學校 譚少岳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陳齊悅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潘鴻藝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培華中學 林可晴 銅
小六 Sixth grade 福建學校 趙梓鍵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劉源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叶浩釗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許詠琛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教業中學 陳冠宇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陳倩薇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何誠湧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教業中學 阮志朗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教業中學 歐陽智堅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李健豪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鄺健熙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司徒佩盈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培道中學(小學部) 李靖堂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岑柏健 銅
小六 Sixth grade 鮑思高粵華小學 林立韜 銅
小六 Six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黃嘉瑜 銅
小六 Sixth grade 東南學校 陳智捷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李俊希 銅
小六 Sixth grade 鲍思高粤華小學 陳澤汶 銅
小六 Sixth grade 中德學校 潘建緣 銅
小六 Six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譚卓彥 銅
小六 Six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郭煜筠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 S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施人瑋 冠軍
中㇐ S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黃浩政 金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顧翌君 金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洪崇博 金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子夏 金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陳湛霖 金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金嘉豪 金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郭靖珩 金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林明心 金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余承希 金
中㇐ S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梁熙哲 銀
中㇐ S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梁正朗 銀
中㇐ Seve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余奕謙 銀
中㇐ S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李煒然 銀
中㇐ Seve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鄧崇希 銀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黃子天 銀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黃英倫 銀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李耀輝 銀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莊俊鋒 銀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李錦城 銀
中㇐ Sev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陳鑫佐 銀

中㇐ Seventh grade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謝錦邦 銀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李偉雄 銀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施宇軒 銀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陳祈恩 銀
中㇐ S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葉澤瑞 銀
中㇐ Sev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戴偉明 銀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迪飛 銀
中㇐ S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關天穎 銀
中㇐ S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何成殷 銀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郭鈞浩 銅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卓嘉興 銅
中㇐ S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黃欣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李曉俊 銅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梁柏文 銅
中㇐ Seve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黃成康 銅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羅承俊 銅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譚浩軒 銅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賴卓賢 銅
中㇐ S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魏致衡 銅
中㇐ S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麥子純 銅
中㇐ S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鍾耀駿 銅
中㇐ Seve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李宇恆 銅
中㇐ S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林欣瞳 銅
中㇐ Seventh grade 教業中學 潘志峰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呂昆鋒 銅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李君譽 銅
中㇐ S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顏佩瑤 銅
中㇐ Seventh grade 培道中學 陳潁謙 銅
中㇐ Sev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吳家寶 銅
中㇐ S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曹凱淇 銅
中㇐ S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屈樂妍 銅
中㇐ Seventh grade 教業中學 吳炫霖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梁兆榮 銅
中㇐ S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歐民俊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潘憲泓 銅
中㇐ S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洪宇軒 銅
中㇐ Seventh grade 培道中學 黃思雯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陳天佑 銅
中㇐ S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鐘錫豪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葉俊濠 冠軍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袁中原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余國維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林竑旭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子豪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譚子弘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張堅毅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關星陸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張穎盛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黃倩盈 金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陳俊康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張健瑩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粵華中學 敖文熙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馮嘉威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盧兆偉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張俊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高靖圓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姜涵宇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王丹怡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陳雨珂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卜政浩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旻達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林思洋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郭澤剛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劉仲衡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鄭傲軒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 鄭智豪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蘇健威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王曉樺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林睿曦 銀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温伊曈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劉玉婷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李子聰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吳浪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陳君維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陸紀汛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劉嘉恆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粵華中學 李俊軒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張鎮揚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正中學 顏俊偉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道中學 姜河清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方怡惜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道中學 施俊偉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教業中學 勞瑋杰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粵華中學 曾浩洹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粵華中學 劉宇軒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陳萬傑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劉健宇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蘇澤棠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洪振熺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徐梵曦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蘇啟堅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周芷茵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瀚霖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何彥潼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培道中學 陳毓熹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楊樂霖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黃怡媗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粵華中學 梁卓謙 銅



中二 Eigh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楊焯謙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鄭東森 冠軍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張証然 金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左淦文 金
中三 Ninth grade 鏡平學校 劉子鵬 金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梁栢韜 金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黃智仁 金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禎豪 金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張鴻燁 金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王瑞鴻 金
中三 Ninth grade 鏡平學校 黃文諾 金
中三 Ni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麥永灝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方澍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吳綽諺 銀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王怡媚 銀
中三 Ninth grade 鏡平學校 許光輝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吳致遠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甄澄宇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葉皓軒 銀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欣婷 銀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李俊賢 銀
中三 Ni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陳嘉暘 銀
中三 Ni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李志聰 銀
中三 Ni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吳晨聰 銀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陳偉奡 銀
中三 Ni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陳嘉熙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翁佳寧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陳家豪 銀
中三 Ni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李嘉滔 銀
中三 Ni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施榮斌 銀
中三 Ni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陳曉鋒 銀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鍾旻騫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劉穎欣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區栢豪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培正中學 區梓丞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 伍培進 銅
中三 Ni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趙耀明 銅
中三 Nin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沛澤 銅
中三 Ni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蔡文皓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梁軒威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賴浩賢 銅
中三 Ni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蔡志達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王馳睿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教業中學 張嘉揚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古傑朗 銅
中三 Ninth grade 鏡平學校 趙臻茵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林敏儀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王樂銘 銅

中三 Ninth grade



中三 Ninth grade 培道中學 陳瑜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浸信中學 蔡嘉瑩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同善堂中學 張子健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黃柏源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教業中學 譚正軒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吳文希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新華學校 陳灝俊 銅
中三 Ninth grade 粵華中學 范華俊 銅
中三 Ni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陳偉健 銅
中三 Ninth grade 浸信中學 洪敏坊 銅
中三 Ni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區愷恩 銅
中三 Ninth grade 粵華中學 葉泓謙 銅
中三 Ninth grade 粵華中學 司徒成傑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四 Tenth grade 培正中學 黎卓林 冠軍
中四 Tenth grade 鏡平學校 楊昊 金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周嘉豪 金
中四 Ten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永實 金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月祺 金
中四 T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石浩天 金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洪志聰 金
中四 Tenth grade 鏡平學校 朱樂軒 金
中四 Tenth grade 培正中學 黃靖珈 金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唐俊豪 金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李澳榕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謝以才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高振威 銀
中四 Te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李芷蔚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邵錠華 銀
中四 Tenth grade 培正中學 賴曉弘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黎璟翰 銀
中四 Te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林浠樂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袁瑞霞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施柏賢 銀
中四 Tenth grade 利瑪竇中學 蘇婉瑤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何浩賢 銀
中四 T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梁子浩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小漪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歐梓健 銀
中四 Tenth grade 粵華中學 岳章喬 銀
中四 T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徐培鍵 銀
中四 T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許明揚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黃嘉俊 銀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李嘉軒 銀
中四 T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劉泳怡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羅倩芬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浸信中學 歐陽林翔 銅
中四 Tenth grade 粵華中學 梁穎璋 銅
中四 T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連煌彬 銅

中四 Tenth grade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蔡浚軒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新華學校 洪國梁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盧柏任 銅
中四 T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何敬華 銅
中四 Tenth grade 鏡平學校 何卓姿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教業中學 詹國亮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羅嘉明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羅倩芳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培華中學 陳聖楠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教業中學 邱文傑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黎家俊 銅
中四 Ten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廖健恆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梁安瑩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陳雅婷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培道中學 葉穎超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培道中學 梁俊希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 司徒司值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劉若楠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培正中學 王可迪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培道中學 黃穎琳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岑倚雯 銅
中四 T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陳思靜 銅
中四 Tenth grade 教業中學 陳嘉俊 銅
中四 Tenth grade 粵華中學 楊子鋮 銅
中四 Tenth grade 陳瑞祺永援中學 鄭俊樂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袁浩軒 冠軍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高偉盛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許楚堅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吳嘉駿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孔繁銘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梁鉉瑋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唐健維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黃智恆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容逸朗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鄭嘉茵 金
中五 El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何啟成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鍾梓瓏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智強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梓毅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劉泓智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李智仁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利瑪竇中學 馬苑彤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陳樂燊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蔡譽佳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盧威兆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吳曉彤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鏡平學校 黎禹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鄧文輝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GU, ALEX HONG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張清鑫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周健榮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陳駿旻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劉偉珩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培正中學 曾繁增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楊軍棟 銀
中五 Eleventh grade 教業中學 蔡伊婷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張林泓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麥仲賢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王琛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李佩蓉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林志強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趙崇建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新華學校 關立偉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羅曉鋒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浸信中學 曾家耀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 洪鑫銘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利瑪竇中學 胡彩藍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徐廷稀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利瑪竇中學 鄺泳佩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梁倩儀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教業中學 丁榕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李雋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周梓茵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黃小玲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周欣桐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粵華中學 梁弓治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梁凱晴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歐陽穎芝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教業中學 葉綠芳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新華學校 黃朝薇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浸信中學 陳漢源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浸信中學 吳宇博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鄺珮琳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盧婉婷 銅
中五 Eleven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余英豪 銅

年級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獎項
中六 Twelfth grade 濠江中學 李俊傑 冠軍
中六 Twelfth grade 培道中學 廖汶鋒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鏡平學校 陳豪輝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李諾宜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陳志豪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濠江中學 林瀟泓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蔡恒昱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鏡平學校 何冠文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余文焯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濠江中學 何詠姿 金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毛語寧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中六 Twelfth grade 培道中學 袁仲賢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鏡平學校 羅棟煌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鏡平學校 李俊輝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梁子濠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勞韻恩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伍昌宏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施澤樺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新華學校 吳志強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馮繼祖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蔡崢嶸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東南學校 陳偉聰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黃逸豐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吳昱林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梁世龍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東南學校 杜俊文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粵華中學 李學文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粵華中學 溫晉榮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容家峻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馮朗軒 銀
中六 Twelfth grade 勞工子弟學校 陳展熙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陳沛康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教業中學 梁鎧彤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盧駿鵬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白子濠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保祿學校 謝子健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戴國棟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粵華中學 林家輝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侯嘉威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濠江中學 王雪玲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浸信中學 施傑峰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吳卓龍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雷志成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澳門坊眾學校 林澤誠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劉漢權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關茹菲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李泳霖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嶺南中學 陶星迪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粵華中學 葛俊彤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菜農子弟學校 何家英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浸信中學 韓梓晴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聖公會蔡高中學 王燕珍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濠江中學 黃曉宇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嶺南中學 陳志成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嶺南中學 黃永楓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鄭紫妍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新華學校 許佳怡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東南學校 伍紹鏗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東南學校 鄭芷晴 銅
中六 Twelfth grade 浸信中學 梁凱欣 銅



頒獎嘉賓包括
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會長  唐志堅先生

排名 學校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黃達財主任

1 培正中學 澳門環境保護局組織資訊處處長  馮文安先生

2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會員大會主席  姍桃絲爵士

3 菜農子弟學校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長 - 高天賜先生 

4 鏡平學校 澳門大學數學系主任  丁燈教授

5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副教授 梁應德教授

6 勞工子弟學校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 鄭冠偉委員

7 教業中學 澳門明愛總幹事  潘志明先生

8 澳門坊眾學校 「學勤教育」代董事長 李啟文教授

9 聖保祿學校 澳門培正中學副校長  陳敬濂先生

10 培道中學(小學部) 香港學術評審局 - 工程科目評審專家  周嘉明博士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會長  黃榮烈博士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席  楊定邦先生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會會長  甄敬堂先生

排名 學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澳門區課程主任  葉永昌先生

1 濠江中學 「港澳盃」澳門區籌委會主任 麥健才先生
2 鏡平學校
3 培正中學
4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獎品包括
5 勞工子弟學校 個人賽各級冠軍得主
6 澳門坊眾學校 小㇐至小五、中㇐至中五
7 粵華中學 Canon X Mark 1 計數機 ㇠份
8 聖保祿學校 幼高、小六、中六
9 菜農子弟學校  Canon Cerruti 1881筆 ㇠份

10 教業中學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澳門區)官方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學勤進修教育中心協辦

小學校際賽
(十佳學校)

中學校際賽
(十佳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