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170005 朱遠婷
170006 趙婉雯
170007 余瀚明
170008 尤嘉焯
170011 甘頴儀
170014 李曼琪
170015 鄒曉琳
170016 李思敏
170017 曾元源
170018 袁秀雯
170019 梁杏怡
170022 張凱琳
170023 羅偉星
170025 李頴詩
170028 王家靜
170029 胡俊彥
170030 葉蔚琳
170032 連珮瑩
170034 李俊傑
170036 鄧慧嫻
170038 孫可怡
170039 何小珊
170049 李楚翹
170052 陳希然
170053 蔡詠浵
170055 馮嘉賢
170058 余嘉恩
170059 王悅君
170064 劉文鴻
170065 蔡靜心
170068 陳芍琳
170070 林嘉婷
170072 歐穎欣
170073 陳東成

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高雷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英皇書院
嘉諾撒培德書院
天主教南華中學
高雷中學
九龍真光中學
聖安當女書院
英華女學校
迦密中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香港仔工業學校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仔工業學校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漢基國際學校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聖嘉勒女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德望學校（中學部）
聖母院書院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德望學校（中學部）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170203 莊雅媛 九龍真光中學
170209 黃聖深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70210 鄧雅文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70213 吳綽靈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170215 邱素薇 神召會康樂中學
170218 石瑩輝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170220 彭碧愉 德愛中學
170221 葉慧娜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170223 林瑞瓊 寶血女子中學
170224 李欣嬨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170226 鄭燕華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170228 何泳詩 裘錦秋中學（葵涌）
170229 李婉華 香港真光中學
170233 謝詩敏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170234 李俊輝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170235 吳海寧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70237 袁佩欣 裘錦秋中學（元朗）
170239 陳嘉汶 靈糧堂怡文中學
170242 陳美鳳 天主教南華中學
170243 郭本儷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70246 劉美靜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170247 古卓雅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70250 蘇行宜 九龍真光中學
170254 陳凱成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170260 張焯晞 賽馬會官立中學
170261 黃媛筠 潔心林炳炎中學
170265 郭倩怡 葵涌蘇浙公學
170267 顏芷蔚 葵涌蘇浙公學
170269 黃銀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書院
170273 鄭巧賢 梁式芝書院
170274 唐宇廉 趙聿修紀念中學
170276 陳茜莉 金文泰中學
170279 李希雯 裘錦秋中學（元朗）
170280 楊家寶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170444 鍾秋瓊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170446 張寶文 荃灣官立中學
170447 江盈曦 拔萃女書院
170448 羅彥暐 香港培正中學
170454 熊嘉寶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170457 何靜雯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170464 梁煒怡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70466 江穎怡 香港培正中學
170468 李雅詩 顯理中學
170474 陳嘉莉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170475 郭子泓 香港華仁書院
170483 黃世民 香港培正中學
170488 陳穎姍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170489 劉淳欣 嘉諾撒聖家書院
170501 劉子昊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170504 張潔怡 賽馬會毅智書院
170513 魏梓峰 聖言中學
170523 黃卓軒 聖士提反堂中學
170526 余思諾 聖公會陳融中學
170530 黃偉洪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
170531 蕭嘉敏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70532 李善美 聖士提反堂中學
170537 黃思韻 聖文德書院
170538 陳麗嬋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
170544 林佩瑩 獅子會中學
170546 黃一珊 天水圍官立中學
170547 施予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
170548 張穎瑤 香港真光書院
170549 陳婉儀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170550 龔肇新 屯門官立中學
170555 黃允誠 中聖書院
170556 朱楚翹 何東中學
170557 蔡嘉欣 何東中學
170562 邱景欣 聖文德書院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170075 曾映妹
170077 星家恩
170078 施芷君
170088 蘇文昇
170091 呂鈺蕎
170093 周寶欣
170094 陳嘉慧
170095 楊浩欣
170096 袁端蔚
170097 袁禎蔚
170098 郭翱嵐
170101 何樂然
170102 陳思彤
170104 黃嘉芬
170106 范健儀
170111 葉小琪
170112 施婉萍
170114 李志敏
170115 梁穎斌
170117 楊一
170119 呂夢迪
170120 布超
170122 彭嘉堯
170127 彭浩恩
170132 柯沛豪
170136 方峻汶
170144 鄭建駿
170146 林素羚
170148 郭建良
170149 馮惠萍
170150 林慧
170151 王翰
170152 余淑貞
170153 謝俊杰

學校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瑪利曼中學
瑪利曼中學
福建中學（小西灣）
聖嘉勒女書院
聖羅撒書院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嘉諾撒培德書院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聖母院書院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福建中學（小西灣）
神召會康樂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獅子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青松侯寶垣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昌中學
裘錦秋中學（葵涌）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恆生商學書院
漢華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書院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170282 謝美欣 靈糧堂怡文中學
170563 王欣菁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170299 孔繁鳴 香港鄧鏡波書院
170564 洪楚童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170300 雷嘉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170566 徐澤文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170302 盧麗娜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170570 李依璇 香港真光中學
170304 陳玉群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170572 郭泳蓉 蘇浙公學
170305 林莊嘉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70575 陳瑞堃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170308 勵楚欣 聖安當女書院
170581 劉澧延 蘇浙公學
170312 林月明 嘉諾撒聖家書院
170583 溫善婷 恩主教書院
170316 王善衡 香港真光中學
170587 尹天墀 荃灣官立中學
170317 陳衍佟 香港真光中學
170589 葉懷謙 獅子會中學
170322 潘鈺薇 順利天主教中學
170598 黃福儀 德貞女子中學
170326 陳燕秋 孔聖堂中學
170599 王淑芳 德貞女子中學
170328 徐家歡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70601 李淑敏 元朗商會中學
170329 胡麗蓮 聖嘉勒女書院
170607 林紀言 蘇浙公學
170331 吳家麗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170612 文承恩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170332 梁焯鈞 張沛松紀念中學
170615 宋嘉欣 元朗信義中學
170333 呂春娜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170616 陳寶欣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170337 黃穎奇 張沛松紀念中學
170622 梁苑婷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170340 鍾逢桂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170626 莫詠賢 佛教黃允畋中學
170341 張穎霖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170630 周天諾 英華書院
170342 何子璐 聖保祿中學
170633 黃琬詩 聖保羅男女中學
170344 譚悅芳 漢華中學
170634 陳卓彤 天水圍香島中學
170345 郭秦瑋 基督教崇真中學
170635 楊惠美 聖安當女書院
170348 盧康銚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170638 湯麗鴻 天水圍香島中學
170353 鄒啟聰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170649 林巧欣 九龍利瑪竇書院
170354 張廣慧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170650 潘靜雯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70366 鄔珮珩 嘉諾撒聖心書院
170672 陳敏樂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170370 吳美鈴 華英中學
170675 邱詠熙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170372 楊叡旻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170678 麥展豪 聖若瑟書院
170373 何嘉珮 潔心林炳炎中學
170693 張美薇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170374 鮑莉琳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170703 顏梅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170375 葉嘉雯 嘉諾撒聖家書院
170704 戴荔
蘇浙公學
170377 馮家威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170705 陳穎琛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170379 黃佩珍 聖安當女書院
170706 李梅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170155 丘藝敏
170159 曾巧怡
170160 唐綺雯
170161 劉苑婷
170163 廖靜宜
170164 林家維
170166 陳麗婷
170168 勞璟姮
170169 林樂婷
170172 黎思朗
170173 覃桂婷
170176 孫嘉琪
170177 陳彥安
170179 羅詠芝
170181 蘇康僑
170184 鄭翠華
170186 陳錦洪
170188 鄭熙雯
170192 陳偉怡
170199 陳茹沁
170200 蘇芷雅
170202 黎家歡

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太古城)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寶血女子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基督書院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喇沙書院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石籬天主教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真光女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170380 杜潔如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170383 何凱敏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170397 楊希雯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170399 張敏麗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170400 容祖恩 景嶺書院
170402 溫楚倩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170406 朱裕文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170408 許子健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170409 姚卓衡 耀中國際學校
170412 蔡慧春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170414 鄺玉珮 荃灣官立中學
170416 吳芷寧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170419 樊芷澄 聖嘉勒女書院
170422 鄧凱靈 華英中學
170424 鄭浩賢 香港華仁書院
170426 黃啟浩 聖言中學
170428 林卓恩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70430 陳琬嵐 嘉諾撒聖心書院
170433 鄭彩雲 恩主教書院
170434 封海旋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170435 朱倩明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170437 羅麗英 賽馬會毅智書院

校記編號 中文姓名
學校
170707 黃穎欣 聖伯多祿中學
170708 梁頌羚 聖伯多祿中學
170709 周香瑩 屯門天主教中學
170712 袁楚楚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170714 彭立天 聖伯多祿中學
170717 黃耀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170725 陳筠
屯門天主教中學
170731 曾如心 拔萃女書院
170734 余孟軒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170739 伍佩賢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170748 黃凱鈴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70753 黃寶欣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170754 陳惠盈 沙田培英中學
170758 黃嘉瑩 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
170759 鍾芷嫣 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
170764 曾德兒 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
170774 陳嘉倩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70775 陳映蓮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170777 何天成 英皇書院
170778 劉健邦 英皇書院
170779 呂建樂 英皇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