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001 楊劍 023 蘇恩潼 045 高晉熹

陳劭藍 池承澤 周宛縈

002 馮慧珠 024 萬曉汶 046 林賢樺

楊戈 麥子浩 楊潁雪

003 梁詠賢 025 謝梓朗 047 廖世康

尹康潼 王瑞琪 黃雪怡

004 游華添 026 潘卓朗 048 許健聰

林麗偉 林曉晴 林嘉茵

005 吳哲鋒 027 霍紹基 049 葉梓泓

鍾善穎 勞伊喬 林巧敏

006 許煜梵 028 邱鈞霆 050 劉綺晨

楊鍏晴 曾梓桐 李梓維

007 方昭宇 029 梁嘉倫 051 李佳恩

方昭怡 黎惠玲 吳貴華

008 李昊爖 030 黎子恒 052 黃寶雄

黃敏妍 蔡杏怡 黃樂琛

009 吳妮娜 031 黃凱彤 053 翁震星

簡澤源 黃凱晙 陳蘊茵

010 司徒詠怡 032 譚志宏 054 歐陽子榮

何嘉濤 譚詩澄 鄭慧詩

011 余梓樂 033 謝樂天 055 歐陽美絃

楊曉橋 符加蔚 朱浩弘

012 陳子軒 034 羅嘉杰 056 謝致謙

卞嘉遙 王曉琳 黃梅琛

013 夏心悅 035 雷電 057 楊安尹

林逸曦 叶麗婷 張雪芹

014 梁雋謙 036 余俊賢 058 郭文杰

譚芯宇 林煒詩 梁琬貞

015 何聶聞 037 梁子健 059 劉耀祖

馬楚珍 繆康怡 劉芍寧

016 林逸榮 038 蔡智康 060 劉智賢

陳麗萍 魯桂廷 許芷茵

017 歐俊良 039 阮柏諾 061 黃可臻

麥家敏 阮芯諾 陳嘉恩

018 呂慧思 040 彭富鴻 062 江陽宜

黃雋希 譚芷甄 陳秀珠

019 吳子軒 041 馮偉傑 063 許正謙

何婉文 伍美儀 林婧彤

020 王康樂 042 張碧威 064 黃樂軒

劉芷安 張慧怡 彭正心

021 徐鎮威 043 鄭穎翹 065 李嘉謙

黎芷琦 陳顥元 劉姵廷

022 胡昕 044 陳振宇 066 陳智源

簡煥文 黃皓翎 屈睿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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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關俊賢 091 沈幸儒 115 方釋銳

關瑋晴 沈考翹 黃洛施

068 陳上正 092 吳瑋豐 116 梁凱傑

劉昕瑜 陳俏言 陳曉恩

069 方紫匡 093 趙偉德 117 鄒頌堅

黃采兒 林奕雯 呂鳳珠

070 黃健惺 094 黃貝得 118 郝闓運

樊珮朗 陳若琳 李證兒

071 樊諱諾 095 魏焯銘 119 陳浩源

樊巧瀅 潘莊薇 林文悅

072 張昱傑 096 何健聰 120 陳家豪

雷樂兒 陳韻彤 龐雅文

073 陳德銘 097 黃馨瑤 121 蔡楠

韓心妍 袁俊華 蔡洪

074 蘇倬民 098 祝珺瑋 122 周名亮

陳奕臻 曾俊海 廖朗喬

075 丁少聰 099 楊景豪 123 梁哲維

李恆珮 楊子潁 周建敏

076 羅貴培 100 林乘匡 124 黃冠綸

曾伊蓉 林倩匡 潘麒茵

077 葉泳樞 101 林泳濠 125 梁志榮

葉紫悠 翁芷澄 梁航菲

078 李澤浩 102 郭志文 126 麥景皓

葉凱翹 高雅馨 鄧潔瑩

079 劉天安 103 丘浩賢 127 胡朗庭

羅玉文 黃詩柔 林心懿

080 陳文浩 104 郭世榮 128 張朝濱

李泳賢 李瑩影 胡葦澄

081 陳國威 105 黃家而 129 鄧啟滔

岑小蕙 方紫喬 梁瑋莉

082 陳永強 106 劉嘉熙 130 葉浚銘

涂玉英 周嘉晴 林曦彤

083 陳志偉 107 鄭鈞蔚 131 李啟諾

黃祉睿 孔千溦 韋綺琳

084 陳浩樑 108 楊沛霖 132 李偉全

謝銘施 羅以琳 張宛霓

085 陳進業 109 賴卓然 133 萬家良

楊寳晴 葉卓怡 萬芊希

086 葉皓峰 110 何永康 134 鄧柏朗

沈昕穎 張梓瑩 唐慧蕎

087 曾浩文 111 陳懷希 135 司徒敬倫

鍾文詩 龐雅之 陳慧莊

088 黃曉遠 112 符杰禧 136 戴愷迪

周香權 林奕蓓 譚智輝

089 黃日朗 113 王昀希 137 陳暉鏇

梁希妍 麥明芯 陳健華

090 林逸晨 114 陳柱熙 138 盤嘉慶

梁嘉怡 孟欣熹 周芷嫻



編號 姓名

139 CURRAN

李齸葑

140 黃俊豪

譚可兒

141 葉炅錡

吴沐彦

142 蘇浩然

林芷澄

143 李世昌

李許美嫦

144 趙耀麟

李煒欣

145 莊禮豪

林佑澄

146 蕭穎霖

周昭慧

147 譚永達

陳靜心

148 劉志思

韋楚璇

149 洪啟智

黃鐘慧

150 楊衍駿

黎芷其

151 潘澤興

胡紫晴

152 陳梓皓

高舒婷

153 陳德寶

余潔霞

154 梁灝程

郭忻澍

155 徐健朗

陳穎彤

156 黃芷穎

陳美淇

157 丘鋒元

鄭采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