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全校學生幼稚園部 

 K1A K1B K1C K1D K2A K2B K2C K2D K3A K3B K3C K3D 

1 伍詠恩 王紫恒 甘  穎 何焯楠 司徒梓謙 何依澄 何藝霖 司徒洛軒 王晴朗 朱子森 王柏澔 甘梓穎 

2 何韋迪 古悅柔 吳玥蕎 吳子健 江子朗 何慧欣 吳韋霖 朱寶兒 甘凱昕 何志安 何芷晴 吳卓謙 

3 李梓嵐 甘淞銘 卓子晨 吳嘉耀 吳嘉晴 吳淑琳 岑鈺淇 吳逸天 朱芷妍 何焯楓 杜雅雯 李俊翰 

4 周鉦謙 吳君遲 卓嘉域 李沛東 孟熙哲 吳鈞瑜 杜佳城 李天賜 吳秭萱 余慧欣 林汶琪 李銘駿 

5 徐芷玥 岑駿延 林紫瀅 周昊弘 林泓灝 呂承霖 林子熙 李思慧 吳梓軒 余鍵翹 林鷺嘉 林逸楓 

6 袁樂曦 李樂懿 區韻宜 施慧琪 林熙兒 巫健平 凌頌桁 杜俊希 林子皓 吳梓謙 唐柏宇 林靖峰 

7 梁君耀 周嫣雯 張耀揚 原穎茵 林睿思 林文靜 馬子豐 周治達 洪家浚 吳梓權 梁日謙 唐甄嵐 

8 梁彥喬 林峻澤 梁卓陽 徐子龍 姚偉森 林玥桐 張栢浠 徐梓善 張宸睿 岑璟駿 梁善儀 徐家寶 

9 梁梓玥 洪子豪 梁釗誠 馬凱杰 柳卓堃 洪宇信 張展翰 崔紫柔 許粱藝 李世灝 莊振樂 高兆龍 

10 梁凱熙 凌彩萱 梁敏一 區穎欣 袁雪媛 倪宇澤 張梓玥 張子梵 陳芷漩 李芷若 郭梓琳 張俊峰 

11 許宗翰 唐嘉欣 梁梓熙 張洛霖 梁妍 凌梓瑜 張雅詠 梁成傑 陳帝延 李彩兒 陳子樂 梁守一 

12 陳子柔 梁子熙 梁詩涵 梁允賢 梁峻滔 張卓盈 梁靜媛 梁敏玥 陳凱茵 林汶欣 陳芷盈    梁釗睿 

13 陳梓昊 許家澔 梁熙彤 梁皓琰 梁詠怡 張樂晴 莫祉豪 梁梓希 賀丹微 胡立賢 陳健強 梁逸熙 

14 陳慧麗 陳浚寅 陳希彤 梁靖昕 許子萱 梁家傑 許淳翔 梁嘉瑤 馮梓琳 張鈺洋 曾展博 梁學銘 

15 陳穎妍 陳語橦 陳柏裕 陳梓豪 許梓玄 郭俊謙 陳俊銘 陳天智 黃千語 梁銳浠 馮柏豪 郭文滔 

16 陳靜琳 馮禹堯 陳靜雯 陳甯思 許銘軒 郭壹言 陳梓睿 陳梓豪 黃元昊 馮棨麟 馮蒨城 陳婉棋 

17 陳藝文 黃丹藝 湯峻豪 黃以勒 郭修彥 陳昇濠 賀俊揚 陳瑄琳 黃晞怡 鄒靖瑤 黃子瑩 陳梓僖 

18 彭唯真 黃致軒 馮冠凱 黃言光 陳偉軒 陳家駿 馮芊宇 陳僑偉 黃逸希 劉逸熙 黃俊興 陳紫瑤 

19 黃梓樂 黃峻熙 黃展維 葉子豪 陳雪琪 麥錦平 黃子諄 陳銘浩 葉東泰 潘泳希 楊承澔 陳筱妍 

20 黃葉輝 黃皓翔 楚芷茵 廖大儀 麥子睿 彭敬皓 黃思瀚 麥豪軒 鄧欣怡 鄭雅瀞 劉芷琪 陳韻詩 

21 黃慧喬 楊  彤 楊志豪 廖安娜 黃子陽 黃  宇 黃琳玲 劉子寧 鄭啟言 蕭爾希 劉家溢 黃卓悠 

22 葉駿成 廖沁玥 鄒禹澤 薛凱域 黃希琳 黃子晞 趙芷瑩 歐陽芷晴 黎昊霆 藍心潁 歐陽穎曦 楊成鎬 

23 劉承昊 劉  玥 蔡梓揚 藍梓軒 黃明朗 黃子瀧 歐陽卓賢 潘柏喬 黎筱彤 羅浩斌 蔡裕禮 葉景恩 

24 劉廣琛 劉詩語 鄭名顥 羅熙佑 黃悦熹 黃奕洋 鄧森睿 謝曉冰 藍靖皓 譚紫妮 鄭應禧 蔡奇峰 

25 蔡一朗 鄭傲鈞 謝宇軒 譚筠霖 黃翊朗 黃彦鵬 鄧曦林 鄺曉藝 譚啓真 譚澔霖 譚梓浩 藍心渝 

26 鄭羽墨 盧賢毅 羅熙逸 譚靜彤 黃禮麒 黃皓怡 駱瑋祺 羅灝信 關力恆 關昊軒 譚穎琳 羅芯悠 

27 羅翊生 關昊彬 關妍嘉 蘇俊晞 劉靖淼 鄭卓琳 羅紫妍 譚芷淇 王晴朗 關穎芯 王柏澔 羅茜婷 

28 關子倫 梁祖維 張樂怡 蘇恩博 譚湧熹 鄭橴瑨 譚梓晴 譚頴珊 甘凱昕 朱子森 何芷晴 甘梓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