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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 蘇芷瑩 二仁 麥鎮濠 三仁 司徒紫晴 四仁 楊承浩 五仁 蘇芷琪 六仁 曾宇欣

一仁 何定釗 二仁 林楚翹 三仁 伍智健 四仁 潘志聰 五仁 羅志浩 六仁 蔡學晴

一仁 陳妍希 二仁 梁文諾 三仁 黃昕晴 四仁 老錦鵬 五仁 蘇嘉軒 六仁 鄭鈺珊

一仁 廖昳潼 二仁 李紫妍 三仁 雷堯雲 四仁 何穎嵐 五義 陸鴻熙 六仁 莫柏謙

一仁 葉卓賢 二仁 岳敬斌 三仁 周曉彤 四仁 華堯佳 五義 馮紫寧 六仁 鄭智澎

一仁 劉梓嫣 二仁 鄒梓誠 三仁 馮寶熙 四仁 鄧永樂 五義 陳霖海 六義 余曉宜

一仁 李程欣 二仁 尤燁洋 三仁 何嘉慧 四仁 梁嘉豪 五義 周紫晴 六義 麥子晴

一仁 李嘉家 二仁 陳發朗 三義 葉志輝 四義 李凱晴 五義 許俊銘 六義 劉穎珊

一仁 劉城希 二仁 王志銘 三義 楊昊宗 四義 莫稀媛 五義 李政傑 六義 鄭子軒

一仁 葉蕊琪 二仁 馮澄昊 三義 顧嘉璐 四義 湯穎祺 五義 蔡佩雯 六義 文昊

一義 黎茜瑜 二仁 黃煒婷 三義 吳凱晴 四義 羅家希 五禮 巫凱明 六義 袁嘉禧

一義 羅景曦 二義 陳天穎 三義 麥嘉樂 四義 羅佩欣 五禮 黃詩懿 六義 陳鰲兒

一義 薛惠琪 二義 羅顯楊 三義 李宛茱 四義 譚倩盈 五禮 周寶欣 六義 姚芷晴

一義 何紫琪 二義 鄭樂瑤 三義 蕭羽鈞 四義 林碧麗 五禮 鄧子妍 六禮 姜佩珊

一義 曾佩盈 二義 鄺子謙 三義 胡惠熒 四禮 余廷澤 五禮 錢俊楓 六禮 方梓濠

一義 梁曉彤 二義 曹家瑜 三義 符貴 四禮 龔志想 五禮 葉君曉 六禮 閉曉聰

一義 黃珈穎 二義 郭潤浩 三義 柯俊男 四禮 林希穎 五智 張苡晴 六禮 盧嘉程

一義 嚴鴻晟 二義 陳漢澤 三禮 胡藍芝 四禮 蕭奇 五智 鄭蘢怡 六禮 阮進傑

一義 謝梓揚 二義 鍾恩慈 三禮 彭靖雯 四禮 周柏浩 五智 錢美均 六智 單偉豪

一義 王洛程 二義 羅維仁 三禮 何穎詩 四禮 梁曉晴 五智 張裕誠 六智 李熙桐

一禮 楊詩琪 二禮 陳凱彤 三禮 嚴梓乘 四禮 陳芷盈 五智 鍾俊樂 六智 李栢軒

一禮 朱芷欣 二禮 李雨淇 三禮 黎欣怡 四禮 張明慧 五智 雍若麒 六智 江澤堃

一禮 梁遠基 二禮 陳承堯 三禮 黃諾希 四智 許樂珩 五信 翁家俊 六智 林俊諺

一禮 譚紫穎 二禮 蘇佩怡 三禮 陳思穎 四智 余楚欣 五信 陳逸朗 六信 盧曉彤

一禮 阮詩晴 二禮 鄭卓東 三智 譚文浚 四智 鄭茗杰 五信 黃嘉豪 六信 馮豪盈

一禮 楊浩明 二禮 勞權達 三智 蔡衍帆 四智 程浚霖 五信 黃景雄 六信 蘇鈺琨

一禮 梁嘉欣 二禮 李樂軒 三智 黃子晴 四智 陳智鴻 五信 張子霖 六信 曾梓然

一禮 吳卓豪 二禮 傅榮坤 三智 羅慧怡 四智 袁志毅 五信 張凱璇

一禮 蘇瑋軒 二禮 陳銨澄 三智 陳雅莉 四智 劉海俊 五信 黎天慧

一禮 李文苑 二禮 余華哲 三智 蔡靜雯 四智 方可妍

一禮 張日晞 二禮 蘇樂怡 三信 文卓輝 四智 甘梓宏

一智 葉穎姿 二禮 曾振軒 三信 曾曉彤 四信 歐陽焯妍

一智 葉子揚 二智 黃凱為 三信 陳芷欣 四信 鍾子齊

一智 劉凱璇 二智 呂梓淇 三信 方誌駒 四信 甄詠晞

一智 王嘉熙 二智 康家霖 三信 黃曉諾 四信 徐卓立

一智 丁晞嵐 二智 余正雅 三信 張瑋銘 四信 譚皓東

一智 鍾家豪 二智 陳嘉琪 三信 黎宇恒 四信 連麗君

一智 朱栢霆 二智 史樂然 三信 侯卓嵐 四信 周灝鏞

一智 潘子韻 二智 張慧妍 四信 李鳳櫻

一智 吳莉莎 二智 王紫冰

一智 簡樂薇 二智 黃莉雅

一智 翁穎婷 二信 湛宏軒

一智 關鈺螢 二信 梁巧瑜

一信 李俊蔚 二信 張羽豐

一信 陳雅雯 二信 梁瀾曦

一信 羅銘宇 二信 劉梓晴

一信 易珈瑤 二信 朱軒豪

一信 梁美欣 二信 郭嘉恒

一信 易宬佑 二信 孫智涵

一信 李明叡 二信 王天欣

一信 廖苑婷

一信 梁倩怡

2016-2017 親子旅行入選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