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一仁 蔡姝蓉 二仁 張卓軒 三仁 陳凱彤 四仁 陳柏裕 五仁 許樂珩 六仁 陳霖海

一仁 郝心瑤 二仁 高柏文 三仁 傅榮坤 四仁 蔡澤軒 五仁 老錦鵬 六仁 周紫晴

一仁 何喬丹 二仁 劉凱璇 三仁 何珮婷 四仁 方誌駒 五仁 甄詠晞 六仁 趙美渝

一仁 許葦航 二仁 梁遠基 三仁 鄺振昇 四仁 李宛茱 五仁 楊承浩 六仁 鍾志豪

一仁 郭楚依 二仁 廖苑婷 三仁 梁舜熙 四仁 梁梓聰 五義 龔志想 六仁 馮紫寧

一仁 黎華杰 二仁 潘子韻 三仁 李泰然 四仁 麥嘉樂 五義 黃柏堂 六仁 許俊銘

一仁 林彥彤 二仁 翁穎婷 三仁 梁瀾曦 四仁 王景灝 五義 林希穎 六仁 陸鴻熙

一仁 李俊軒 二仁 王若琳 三仁 鄧文譽 四仁 黃天欣 五義 羅佩欣 六仁 潘焯文

一仁 雷庭鈞 二仁 余梓騫 三仁 王千嘉 四義 黎欣怡 五義 司徒敏儀 六仁 蔡佩雯

一仁 雷家慧 二仁 張紫柔 三仁 黃天樂 四義 曾憲濤 五義 鄧寶如 六仁 黃麗欣

一仁 伍遠豐 二義 何泓榗 三仁 夏梓桐 四義 黃曉諾 五義 謝婉盈 六仁 余梓聰

一仁 吳思穎 二義 羅景曦 三義 陳天穎 四義 王少東 五義 楊穎潼 六義 靳弘毅

一仁 許哲凱 二義 李文僖 三義 蔣家葆 四禮 陳灝寯 五禮 招建洋 六義 梁靜婷

一義 陳健烽 二義 廖銘淋 三義 鄺子謙 四禮 陳嘉成 五禮 馮冠雄 六義 麥皖斐

一義 陳潁雪 二義 麥雅雯 三義 李雨淇 四禮 陳思穎 五禮 林炳生 六義 歐陽焯垚

一義 林家寶 二義 吳冠澄 三義 梁芷晴 四禮 張朧櫻 五禮 馬千千 六義 石家謙

一義 劉芷淇 二義 潘康健 三義 李宛霖 四禮 周曉彤 五禮 莫稀媛 六義 蘇芷琪

一義 李俊賢 二義 施漫漪 三義 葉子業 四禮 馮寶熙 五禮 楊成東 六義 伍祖慶

一義 梁景晞 二義 譚紫穎 三禮 陳銨澄 四禮 盧諾羲 五智 陳莊怡 六義 姚梓朗

一義 盧慧麗 二義 王心言 三禮 鄭卓東 四禮 吳天昊 五智 張錦迎 六義 余寶蝶

一義 盤鍾瑜 二義 葉卓賢 三禮 張慧妍 四禮 黃家晴 五智 郭穎餘 六禮 錢俊楓

一義 別梵 二義 張東霖 三禮 麥鎮濠 四禮 黃昕晴 五智 譚君浩 六禮 范珈瑜

一義 蘇之 二禮 陳裕韜 三禮 彭朗堅 四智 張誌浩 五信 程浚霖 六禮 劉婥彤

一義 邱俊希 二禮 張日晞 三禮 史樂然 四智 馮宇軒 五信 董智朗 六禮 劉大瑋

一義 鍾睿昕 二禮 方行健 三禮 孫智涵 四智 江浩輝 五信 黎心淇 六禮 李家玄

一禮 陳俊成 二禮 黎允妍 三智 鄒梓鋒 四智 利建峰 五信 李凱晴 六禮 李鈺伶

一禮 張青藍 二禮 李程欣 三智 鄭樂瑤 四智 盧嘉宇 五信 潘孝通 六禮 鄧子妍

一禮 胡諾熙 二禮 彭勇杰 三智 簡啟軒 四智 彭靖雯 六禮 黃詩懿

一禮 李穎欣 二禮 蘇芷瑩 三智 林萃苗 四智 蕭羽鈞 六禮 葉君曉

一禮 莫希怡 二禮 王洛程 三智 李紫妍 四信 朱逸朗 六智 張曼筠

一禮 譚家立 二禮 嚴鴻晟 三智 梁巧瑜 四信 賴曉希 六智 周耀汶

一禮 陶羽 二禮 楊穎姍 三智 岳敬斌 四信 譚萍鍁 六智 梁菀恩

一禮 唐歆惠 二智 陳嘉恒 三智 張俊杰 六智 譚皓亮

一禮 黃翊桐 二智 周家瑜 三智 黃煒婷 六智 雍若麒

一禮 曾子軒 二智 黃曉楓 三信 朱欣怡 六智 張裕誠

一智 陳浩賢 二智 鄺栩澄 三信 馮澄昊 六智 鍾俊樂

一智 鄭凱彤 二智 曾一鳴 三信 康家霖 六信 陳逸朗

一智 范穎瞳 二智 黃浠膧 三信 李杰成 六信 周樂樺

一智 馮芷瑤 二智 黃珈穎 三信 馬歡妍 六信 張子霖

一智 郭津源 二智 阮詩晴 三信 伍雨馨 六信 韓燕飛

一智 劉雅儀 二信 關鈺螢 三信 區嘉汶 六信 黃景雄

一智 林煜烽 二信 李嘉家 三信 王志銘 六信 黃穎欣

一智 雷浚椲 二信 李君龍 六信 胡詠軒

一智 王君宇 二信 梁嘉琪 六信 胡宛彤

一智 黃嘉敏 二信 林道景 六信 翁家俊

一智 徐梓軒 二信 譚海琳

一智 余晞彤 二信 謝梓揚

一智 曾文澄 二信 易珈瑤

一信 陳麗雯

一信 張珈瑋

一信 張文軒

一信 程曉彤

一信 朱家儀

一信 方梓昊

一信 馬偉傑

一信 楊浩駿

家教會旅行入選者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