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稅務局檔案號碼：91/3738﹞) 

地址：九龍 彌敦道 570-572 號 基利商業大廈 17 樓 

電話：2543-5341  傳真：2771-0089  網址：www.zsu-law.org.hk 

  

1 

第十九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 

總決賽名單 

總決賽時間﹕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 

總決賽地點﹕香島專科學校（旺角運動場道 29 號太子鐵路站 A 出口）  

一、 小學組 

何卓楠 梁穎霖 夏楚盈 郭建煇 李穎珊 林子盈 黃芯茹 朱熙媛 張栩橋 劉凱澄 莫梓言 

簡銘希 葉健朗 梁哲心 陳冠亨 傅雪瑩 胡德謙 蔡志威 梁婉敏 陳海怡 葉健朗 羅穎彤 

謝樂怡 鄭一諾 Chan Tai Man  蘇穎涵  Wong Ho Lam 張煒涵 kong chiu wing 黃達之 

      li bing lin 李昊 韋卓希 FONG HIU LAAM 呂思廷 Tang Kwok Keung 李浩然 guo ka ho 

      黃達之 guokaho  cheng chor kiu  Chiu Yan Chum 冼煒峻 李昕諾 蘇惠錡 梁雅雯 張德正 

      Liang Kam Tsun 章洋銘  li nok hei  LUK HOI LAM 赵宝麟 劉衍慧  呂建鋒 周浩賢 

      chan tsz ying  甄嘉穎  punyukying  MA LAM LAM  Tang Tsz Fung Li lok hin ,daniel 

      鄧宇浚 陳凱衡 蔡欣栩 羅羡怡 李恒健 韋卓希 李鴻基 潘正希 李梓彤 Wong Tsz Ying  

二、初中組 

連灝 Au Yeung Sai Wui  cenhiuleung  Cai ka yu  Chang Wai Hin  Jyvjjvhyh  Cheung Yik Fung  

Ng Matthew  cai ka yu  Cai Ka Yu  Chan Tin Hang  thfghfghenfhjhgh  Bhfthfhg 

林永謙 陳建琳  Cheng Wang Fung 方文謙 AnsonC 顔楚豪 Isaiah 青衣 C 朗 Put 

Yin Kin Yip 李永杰 Kwok Man Hei 柯佩瑩 吳晉勳 陳建樺 趙倚翎 黃偉鵬 王宇翔 

源浩楠 李應心 陳嘉琪 徐宇 Htdht  胡楚嵐 黃靜怡 Chung Tung Mui 孫芷雯 

      Siew Ka Yan 楊芷晴 黃杰霖  黎安 Chung Tung Mui 黃靜怡 AnsonC. 何鍵沂 賴星融 

      陳佳汶  Stephen Curry  Wardell Stephen Curry II  Ng Matthew 吳子軒 岑惠桁 Qwerty 

      Mg Matthew 莫婉莹 梁紫希 黃建之  Fong Man Him Luis  Isaiah Lam 侯思維 陳夢醇 

      Cheng Wang Fung  AnsonC  Luis Fong Man Him 黃劍智 洪瑜蔚 王譽森 

三、公開組 

      Ng Shing Cheong 洪嘉聰 Cheng Cheuk Ting 曾俊寧  史紹康 馮瑋顥 杜偉恆 鄭志恒 

      Chau Tsz Lam Ivan 陳永泰 李立仁 曾俊寧 李瑋略 Ng Sze Chai 關毅博 張健騰 劉玉綢 

      陳亷富 chan chi fai 白直欣 羅穎彤 Yeung Chun Sing  Lee Ho Ying 黃允恆 何映玲周凱婷 

      ChengChiHang 黃芯茹 Hfcjhgcmgv,jhv  CHAN NGA SZE 賴宇軒 唐健麟 鄧偉賢 黃文沖 

      Ching Chui Wah  Fan Chit Kai Patrick  Lui Cheuk Wah 河馬騎士鄧蝦寶 胡智博 李藝寧 

     CHOW SIU WANG  annie tang 高健倫 Liu Yuchou 顧庭宇 羅澤銘 林計韜 賴卓灝 羅家洋 

     顏駿宇 何芯諭 馮玉萍 Leung 陳臻恩 Lau Manling 白直欣 林楚威 AU SIU CHUEN 

     Lau Tsz Ching  chow siu wang 朱靜儀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稅務局檔案號碼：91/3738﹞) 

地址：九龍 彌敦道 570-572 號 基利商業大廈 17 樓 

電話：2543-5341  傳真：2771-0089  網址：www.zsu-law.org.hk 

  

2 

第十九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 

總決賽通知 

 

敬啟者﹕ 

      由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第十九屆《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已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順利完成，各組入選總決賽的名單亦已順利

誕生，恭喜 閣下入選總決賽，敬請依時參加。 

總決賽詳情﹕ 

時間﹕ 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1:00--5:00 

地點﹕香島專科學校（旺角運動場道 29 號 太子鐵路站 A 出口） 

詳細內容﹕ 

    小學組﹕   

      1:00 報到， 2:00 比賽，2:30 分頒獎   

    中學組﹕    

      3:00 報到， 3:30 比賽，4:00 頒獎 

    公開組﹕    

      4:00 報到， 4:30 比賽，5:00 頒獎 

 

比賽細則 

     在電腦上作答， 以選擇題方式進行，需答 20 條題目，限時 15 分鐘，以先鬥準、後鬥

快為原則選出冠、亞、季軍及優異獎(5 位)。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秘書處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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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本人（姓名）     胡智博              ，為   公開            組                       

□依時/□無暇（請在□內打上 號）參加第十九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問答

比賽總決賽 。 

請於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傳真至 2771-0089 或 電郵: zsulawhk@gmail.com , 

如 1 月 31 日前未收到回覆, 閣下的總決賽名額將由後備補上。 

註﹕請填寫上正確中文姓名，以作印制獎狀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