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班號 姓名 

一愛 1 陳卓瑩 

一愛 8 李明蔚 

一愛 10 梁彥怡 

一愛 33 鄧富樂 

一善 3 陳潔盈 

一善 8 廖寶青 

一禮 12 劉溢姿 

一禮 32 黃浩然 

一誠 10 李燕君 

一誠 17 陳浩望 

一誠 24 劉俊權 

二愛 1 陳芷盈 

二愛 17 陳耀霆 

二愛 35 葉翹鋒 

二善 18 何嘉駿 

二禮 2 陳咏雪 

二禮 5 莊惠棋 

二禮 9 劉嘉瑜 

二禮 10 劉寶森 

二禮 12 巫詠妍 

二禮 14 潘家盈 

二禮 15 戴靜利 

二禮 16 任佩怡 

二禮 17 楊雪男 

二禮 22 張溢 

二禮 23 霍鈺軒 

二禮 26 高君賢 

二禮 30 梁嘉俊 

二禮 31 李在政 

二禮 36 余燦權 

二誠 6 林心薇 

二誠 10 李倚紋 

二誠 19 何錦華 

三愛 4 鄒卓琳 

三愛 8 梁晚霞 

三愛 14 陳梓暘 

三善 1 鄭曉琪 



三善 14 黃芷盈 

三善 33 黃貴榮 

三禮 3 周紫慧 

三禮 11 馮藹珊 

三禮 17 徐慕涵 

三誠 31 黃賀麟 

三勤 1 區潔儀 

三勤 2 鄭嘉詠 

三勤 4 甘嫚婷 

三勤 5 喬婷 

三勤 7 林楚芬 

三勤 9 梁珞晞 

三勤 10 馬綽瑩 

三勤 13 司徒月麗

三勤 17 黃朗妮 

三勤 18 黃芷晴 

三勤 19 葉翠玉 

三勤 20 翁詩茵 

三勤 21 陳俊宇 

三勤 22 陳健鋒 

三勤 23 葉有成 

三勤 24 李泓亮 

三勤 25 梁志輝 

三勤 27 梁永洋 

三勤 28 李富健 

三勤 30 吳子朗 

三勤 31 孫浚恒 

三勤 32 杜世誠 

三勤 34 王駿傑 

三勤 35 黃可昇 

三勤 37 朱偉基 

三勤 38 朱偉寧 

四愛 2 陳嘉穗 

四愛 27 郭紹明 

四善 11 李淑莉 

四禮 2 陳彤彤 

四禮 3 張靜怡 

四禮 5 覃蓮 



四禮 6 霍柏明 

四禮 7 姜藹慈 

四禮 8 江悠探 

四禮 9 龔泳恩 

四禮 11 梁雁 

四禮 12 盧紀燑 

四禮 14 阮秋賢 

四禮 15 彭瑋晴 

四禮 16 譚樂兒 

四禮 17 鄧卓恩 

四禮 18 鄧麗珊 

四禮 19 鄧秀莉 

四禮 20 黃卓盈 

四禮 22 黃芷晴 

四禮 23 王梓茵 

四禮 24 王運澤 

四禮 26 葉穎彤 

四禮 27 陳耀豪 

四禮 28 鄭浩勤 

四禮 32 錢凱德 

四禮 35 黎政言 

四禮 36 劉英禮 

四禮 37 蘇嘉禧 

四禮 38 謝皓燊 

四禮 39 黃宇軒 

四誠 17 張楚鋒 

四勤 5 郭天兒 

五愛 5 曹汶蔚 

五愛 17 徐沙崙 

五愛 27 蔡偉程 

五禮 1 陳美津 

五禮 2 陳芷婷 

五禮 4 鄭詠儀 

五禮 8 叢穎滋 

五禮 9 鍾苑伶 

五禮 10 甘德怡 

五禮 12 黎健宜 

五禮 15 李詩敏 



五禮 17 梁倩怡 

五禮 22 吳培婷 

五禮 26 謝潔瑩 

五禮 29 黃錦綉 

五禮 30 王紹美 

五禮 31 易倩儀 

五禮 33 陳昱瑋 

五禮 34 張藝寶 

五禮 36 龔志祥 

五禮 38 藍卓堯 

五禮 40 黃凱倫 

五禮 42 鄭慧恒 

五誠 17 黃尹澄 

五誠 22 張俊賢 

五勤 15 鄧家欣 

五勤 29 林浩漢 

五勤 32 吳宜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