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 B2
1 張栩菁 謝議萱 歐陽姿 陳美惠 歐陽穎 陳奕匡 曾烯瑜 羅安淇 陳諾澄

2 陳景鏗 胡可茗 陳柏言 張卓翹 陳鎮鋒 張文俊 楊梓莜 李恩浩 周潼

3 謝森夏 吳鈞然 張可昕 侯欣童 陳晞彤 張思雅 鍾沛殷 陳廣基 何婉菁

4 吳彥琳 楊皓晴 蔡雪妍 何曼惟 陳晞兒 程文康 吳加穎 區子煬 黎卓僖

5 徐浠榆 劉梓卉 朱梓彤 劉梓瑤 陳昊天 黃凌越 廖梓柔 歐陽逸 黎泳彤

6 方韶悅 翟子希 何汶熹 劉奕瑜 陳梓諾 許景昇 許智桁 陳雋羲 林堃熹

7 梁靖晞 盧永潔 葉鋅鉉 羅臻琳 陳焯迪 葉芯瑤 李柏翹 張諾希 梁詠然

8 楊凱晟 楊嘉熙 李芷瑩 梁晞妤 張熹澄 高雋悅 李藹妍 周美儀 梁若盈

9 黃奕涵 黃絃雅 梁晞晴 梁舒雅 張柏俙 林柏生 李杺豫 朱俊昊 廖貝加

10 周家宇 周紫澄 羅詠心 吳皓泓 周泳嘉 李晉僑 陳貝慈 鍾穎華 盧芍妤

11 沈亭彰 吳灝峰 吳昊謙 伍樂熙 鐘菀晴 黃卓瑤 藍琛瑜 何穎妍 馬頌欣

12 李曉愉 關巧欣 吳旻謙 吳玥燑 范采晞 楊子昊 劉珈孜 葉康琳 孫偉洛

13 楊鋮治 邱栩堯 鄧愷悠 彭晞童 何力正 葉朗徽 劉珈妤 林堃滈 杜欣恩

14 謝逸曦 宋敏嘉 鄧鈞朗 裴禹同 何梓瑩 崔子蕎 庾安蕎 林晞彤 黃焯烯

15 羅祉凝 丘綽珈 曾勵琳 蘇恩佑 熊雪喬 崔子悠 陳怡君 林君桐 王仲言

16 陳泳瑜 梁旨柔 曾蔚婷 鄧穎晞 關芷欣 陳恩祈 朱敏睿 藍日朗 王希言

17 江栩桐 黃凌晞 謝迅 黃頌瑜 鄺衍霖 張迅 齊峻熙 劉漪桐 任政彥

18 陳泳霖 吳恩平 謝永和 黃梓淳 陳芍橦 何安安 蘇芊霖 李貫豐 楊展祐

19 陳芷喬 何青青 黃凱駿 吳森淼 劉樂晴 李嘉琦 胡倬瑜 李文中 余樂瑤

20 馮爾琪 張滿光 黃栩然 邱宇欣 劉芷玥 梁愷霖 鄭馨兒 簡子琦 饒敬豐

21 田諾晞 李睿熙 黃曉嵐 陳冬兒 李彥鋒 羅恩珥 蔡雪嵐 梁嘉霖 陳諾軒

22 馮康瑤 李梓盈 黃載軒 蕭顯揚 李月凝 吳子郴 黎珈妤 李永欣 陳穎怡

23 李紫瑩 王煦正 丘海彤 蔡希妍 梁柏睿 魏晞樂 楊凱瑜 盧靖怡 何冠緯

24 袁樂軒 姚禹軒 嚴浠桐 蔡卓翹 盧冠丞 胡恩 朱傑誠 吳晞琳 許樂晴

25 梁晉瀚 柴舒暢 庾子朗 林子君 莫豪青 胡恩瑜 嚴凱婷 蘇肇南 林芍穎

26 謝熹賢 高可兒 袁爾澄 李蘊言 吳約霆 翟芷芊 曾澤慈 黃悅絃 李朗棋

27 李梓灝 吳曼希 林頌生 梁皓倫 岑筠悠 關惠心 方宇迪 楊穎熙 梁樂行

28 葉朗晴 譚心弦 馮曉妍 夏嫣 冼一諾 陳心弦 蘇鉦皓 茹卓銳 伍慧倛

29 李思衡 鄭以翹 賴旨龍 賴琸瑤 鄧皓天 羅子淇 容穎欣 陳梓喬 唐倩恒

30 譚詠心 張曉悠 劉依澄 吳雨璇 黃焯琳 陳可心 黃海盈 容穎淇 徐嘉晞

31 李胤承 胡蔚藍 吳若琳 胡朗然 王若希 方慧欣 譚凱丰 王譽晴

32 林向日 梁暿瑤 夏迪一 蘇肇風 黎芷欣 鄒依佟 楊逸情

33 李匡悠 朱珮詩 丘沛臻 鄭韻嘉 陳璞思 冼凱悅 歐愛琳

34 楊依靈 劉穎霖 邱素梅 柴書楠

35 葉慧欣 梁芷晴 袁爾珞 周芳儀

36 劉向淇 林宇聰 李燊 呂藶迅

37 羅敏瑜 陳凱琳

38 潘予澄 羅敏華

39 裘美和 呂卓行

40 何兆軒 梁智傑

41 張梓萱 劉證祈

42 陳慧睿 馮思正

43 陳心睿 陳枃濂

44 鍾穎浵 黃逸瑤

45 張天悅 黎紫盈
46 高雋祺 楊珈澄

47 陶穎希 岑愷晴
48 許珈熒 李可翹
49 何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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