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全校學生小學部 

 一仁 一義 一禮 一智 二仁 二義 二禮 三仁 三義 三禮 四仁 四義 四禮 五仁 五義 五禮 六仁 六義 六禮 

1 王子青 王子丹 孔玥蒨 伍珮璇 王子揚 甘樂愉 王翊喬 王仁灝 甘浚熙 王樂晴 黃俊璋 何卓晞 黃子晴 麥錦源 甘利莎 李柏希 蕭景念 薛凱雯 王樂雯 

2 古浩楠 何洛嬈 甘志軒 朱芷彤 王晴晴 何志豪 王澤祺 司徒樂佩 田博銘 王穎希 陳藹恩 馮雋希 梁芷晴 陳毅銘 麥軍希 鄺灝南 孫婧涵 吳栢言 吳子攸 

3 司徒芷瑜 何 婧 甘澤文 何芷沂 王紫同 吳政軒 甘美婷 甘利來 何洛霖 何卓朗 許靜霏 薛永康 鍾瑋熙 謝宛恩 鍾易恩 盧恩琦 歐陽建泓 梁安楠 馮梓俊 

4 甘靜霖 何梓濠 李杰城 何慧演 艾 軒 李梓聰 朱梓琳 庄昕榮 余梓淇 呂思元 馬堉鈞 朱曉宇 吳梓豪 洪智宸 黃銘謙 黃寶卿 黃可怡 歐陽安淇 黃澤希 

5 伍子銳 宋子榮 吳子雋 吳宇楊 何嘉瑋 李嘉晉 吳嘉瑩 何卓穎 吳希潼 李文朗 何可可 鄭嘉瑩 李語蕎 陳澤鋒 黃柏琳 譚麗齡 翁澤建 蔡夢瑤 周庭朗 

6 何進軒 李芯媛 姚駿熙 吳紫晴 李承佑 李爾璇 李子蕊 吳俊彥 吳雨恆 李樂兒 郭梓健 黃詩甯 廖焯熹 黃思晴 王天佑 甘浚謙 葉依澄 梁樂希 何佩儀 

7 吳芊鍒 李峻熙 梁君桐 李容萱 汪樂兒 李豪俊 周弘立 吳海兒 李梓彤 李曉妮 甘澤權 巫俊軒 周晉偉 何俊佳 何清璇 陳紫恩 甘碧彩 黃啟俊 施凱林 

8 吳家恩 洪嘉熺 徐亦謹 李梓琪 卓宸隆 李銘峰 周芯宜 吳鈞鴻 冼德添 卓 妮 周文軒 陳仲泰 盧子軒 邱 灝 冼培源 陳銘杰 黃明瑞 歐嘉瑜 簡紫妍 

9 吳浩然 馬子翎 張子琪 冼浩鋒 徐咏妍 林芝晴 周皓軒 李詩韻 卓子朗 林美琳 孔文進 張梓炫 李志成 林嘉瑾 譚卓立 馬 杰 何智軒 邱 烙 黃敬仁 

10 李俊軒 張 霖 張語安 洪宇誠 翁梓曦 邱紫嫣 姚政瀚 李豪峰 施子韓 孫家琪 鄭裕琪 吳中天 黃浩峰 呂永軒 孔梓灝 阮逸華 勞鉑浚 魏語鑫 陳金燕 

11 李駿曦 許廷軒 梁以諾 施嘉康 袁銳博 邱裕銘 翁梓涵 周詠欣 洪芷妍 徐嘉琪 季汶曦 李善宇 林振謙 梁芷晴 翁騰佑 吳宇恒 陳銘龍 梁嘉韻 邱嘉鑫 

12 卓子洋 陳心瑜 梁詩潼 柳卓希 高杰華 姚雅卿 袁卓欣 林凱富 胡啟軒 張紫晴 朱子睿 李承優 黃鈺霖 黃子軒 古浩霖 陳慧妍 王鋯然 吳浩德 許晴欣 

13 林家禎 陳姵瑤 郭修遠 胡鉉司 崔智軒 施鉑浠 梅芷瞳 林熙晴 張子諾 梁雅皓 蘇欣婷 吳瑋熙 劉芷琦 吳漢琛 龔易思 孫雅雯 楊詩泳 鍾莉清 梁智軒 

14 姚舒睿 陳聖力 郭熾恆 梁宇駿 張芷柔 唐甄瑤 郭宅銘 邱 齊 張柏龍 梁嘉熙 陳靜恩 梁桂琪 洪悅茵 蘇震浠 鄭昊童 潘芷琪 林諾謙 高文杰 翁梓翔 

15 范家嘉 曾詠思 陳玟菱 陳家蓉 梁晉鏗 張祐添 郭修永 梁嘉晴 張致彬 梁嘉寶 陳靜慧 梁淑敏 庄曉靖 黃希雯 張家銘 黃志澄 容觀玉 黃葉彬 李鋇霖 

16 馬凱晴 楊一帆 陳雪晴 陳鍵楓 梅心怡 張翔竣 陳俊亨 陳一寧 梁嘉昊 許志禮 梁梓勤 馮希儀 林進軒 葉向東 郭兆彬 蔡曉彤 譚依琳 李天恩 林樂源 

17 洪翊菲 楊啟蜂 彭梓昇 陳藝芯 郭立彤 梁芷萱 黃涵辰 陳峻熙 郭子紘 陳仲敬 王智謙 關皓陽 呂劍鴻 張文欣 余賢峰 唐心妍 王仁傑 董 鑫 甘靜儀 

18 許文軒 葉瑀鈞 馮泓博 陳譯熙 曾小倩 梁雪瑩 黃梓穎 陳毅軒 陳琬淇 陳冠宇 吳咏豪 梁明熙 徐昊霆 馮天賜 梅海納 黃思源 葉曉靜 徐樂安 趙熹兒 

19 許梓軒 廖焯菲 黃心恩 馮浠榆 黃子萌 梁語芯 楊凱東 陳鏵健 彭由熙 陳智朗 葉靖泓 梁浩漾 余曉欣 林振軒 伍志南 趙鴻銘 吳悅怡 余梓珊 陳嘉浚 

20 馮樂程 趙梓琳 黃紫洋 黃詩湳 黃城風 許雅晴 葉凱鑫 湯可頤 黃志烽 陳皚燑 趙柏晞 陳珮茹 吳昊彥 伍子沖 鍾嘉熙 歐陽佩賢 黃寶婷 蔡晴兒 余善欣 

21 馮濼榆 劉咏妍 劉思明 楚瀚程 黃思慇 郭梓鉻 鄒文健 楊凱琳 黃銘熙 黃卓晞 范家霖 楊芷琪 彭傲峰 嚴詩敏 葉巧怡 袁楚喬 梁芊曼 吳盈盈 區慧怡 

22 曾子賢 鄧敏淏 劉梓俊 萬文迪 黃柏謙 黃子涵 廖梓君 趙俊賢 葉晨曦 黃曉彤 張紫琪 葉梓晞 陳銘進 林泓宇 蕭智勇 吳心凌 黃錦燊 李梓菁 黃家健 

23 浦俊言 蔣俊宇 劉嘉惠 葉灝霖 黃梓澄 黃美欣 劉穎芯 趙思穎 趙芷晴 趙君文 許紫詠 吳曉宇 黃冠陽 葉梓澄 譚皓倫 羅應楠 李世傑 陳振鑫 呂士晨 

24 黃雨蕎 鄭雯兒 劉錦渟 劉子菁 黃嘉柔 潘駿豪 蔡鋮傑 潘芷晴 劉子童 劉祐銘 許妤彤 李景豪 林玥晴 黃佩嘉 譚宇軒 黎兆偉 葉 晴 楊傑麟 王嘉誠 

25 黃彥晴 羅志文 謝曉晴 潘泳妍 楊元熙 劉承暉 鄭悅妍 蔡一平 歐陽嘉俊 黎俊彥 馮梓熹 李銘祺 袁滋璐 何卓立 邵千依 譚梓謙 陳俊彥 陳昊弘 王嘉緣 

26 鄧梓皓 羅鈞澤 鍾銘楓 龍彥森 歐陽安妍 蔡家豪 薛凱嵐 蔡曉陞 鄭逸彤 蕭浩盈 陳嘉城 姚楚翹 黃思蓉 梁心盈 何樂兒 劉子維   郭佑禧 

27 黎茵婷 鍾卓衡 譚梓熙 羅熙樂 蔡嘉浩 鄺晧源 謝宛婷 蘇晉麒 鄺星雨 鍾睿澤    洛芷鳴 馮卓言 鄭逸謙    

28 龍彥博 梁樂悠   戴銘良 羅亦熙   羅浚洋 關晞蕎    王毅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