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督課學生名單 
 K1A K1B K1C K1D K2A K2B K2C K2D K3A K3B K3C K3D 

1.  謝怡寶 區雪瑩 何靖藍 陳柏曦 陳映如 陳子晉 顏德進 區智仁 區凱澄 區皚瑩 陳泳媛 區浩鋮 

2.  鄭珀禧 蔡依霖 陳濼遙 陳泳希 陳睿衡 陳潼恩 陳柏林 歐陽進樲 陳致洋 鄭卓珩 張顥曦 區凱琳 

3.  張敬洋 陳嘉熙 陳銘熙 鄭皓峰 鄭淏榮 曾梓言 陳詠瑜 陳泰亨 陳孝賢 趙梓瑜 鄭昀熹 陳俊熹 

4.  蔡浚曦 陳巧晴 陳善桐 張芷綺 張展銜 趙芷攸 鄭千盈 周啓洛 鄒晞旼 周駱然 崔曉兒 周晉賢 

5.  傅浩誠 陳沛君 陳雪瑤 張睿之 張曉熹 鍾嘉豪 張思行 陳海鋒 謝悅熙 馮芯柔 傅凱蕎 卓梓瑜 

6.  馮諾希 鄭凱晴 陳穎曦 馮明靖 張顥賢 高敏峻 張正朗 張承浩 何宥芊 何柏謙 何卓納 趙智朗 

7.  許友瀧 徐柏澔 趙毅軒 何敏熹 張翱揚 何政洋 鍾卓佟 趙臻宜 關澔晉 何睿姿 何浚陽 何思澄 

8.  洪子迪 何乙宏 鍾丞俊 黎世杰 徐子蕎 鄺子皓 馮卓賢 關婉穎 梁灝軒 許寶仁 何浩翔 高紫華 

9.  關淏陽 楊卓霖 馮幗寶 黎宇騰 蔡濠軒 黎子淇 傅錦鑫 郭浚弘 梁皓銘 易迪信 黃芷鈴 郭振謙 

10.  關芯盈 高晉謙 關承洋 李曉愉 何孝齊 黎世恆 付晨希 郭皓天 梁燁希 簡皓勤 姚浩鳴 郭家豪 

11.  賴楓凛 關頌諾 黎智琛 梁嘉懿 何嘉皓 林政澔 邱梓琳 林貝怡 梁家健 郭焌渝 高以蕎 林日朗 

12.  黎健朗  劉浚樂 林菲兒 梁凱晴 楊曉潼 林柏丞 楊珀熹 李靜妍 梁霆朗 黎頌朗 林晉然 李子月 

13.  黎文浩 劉鈺盈 林昊程 廖卡諾 李俊彥 林穎彤 郭澤謙 李子昊 陸駿希 劉浩舜 李卓修 李思瑩 

14.  李洛悠 林偉湸 林天宏 羅天朗 李心穎 李曉信 林逸嘉 李洛瑤 盧俊軒 李睿珩 梁愷兒 李信諾 

15.  李沅瀅 盧凱揚 羅渼壕 李俊韜 梁軒圖 李悅豪 林敏希 梁軒雒 盧凱昇 梁晉宇 林謙禮 梁智峰 

16.  羅曦揚 曾梓竣 羅玥宜 冼熙蕾 李承筱 梁聖哲 陸慧伶 梁樂然 盧詩穎 梁栢劻 廖宥晰 梁敬平 

17.  馬家駿 余梃雋 李子睿 冼天朗 廖恩曈 梁亮然 孫穎芊 李文灝 伍柏熹 梁璟雯 盧俊彥 梁傑圖 

18.  蕭泳曈 黃智博 梁竣喬 杜駿樂 寧曉晴 盧沛玲 鄧佩珊 盧沛玟 邱璟鎰 陸維展 馬浚霆 盧凱澄 

19.  黃耀晨 黃梓譽 廖俊晰 余浩希 吳柏濤 吳逸晞 黃梓珊 麥泳嘉 何癸龍 盧楷翔 吳穎妍 彭子俊 

20.  王姵頤 黃耀曦 陸毅航 袁柏睿 鄧暐衡 吳庚融 黃柏然 伍家銘 湯展熹 伍寧一 鮑政行 冼群寶 

21.  葉家樂 黃詩琦 顏德悅 張家文 黃樂軒 王紫伊 黃銘翔 吳羽邦 杜晙賢 鄧銳海 蕭樂宜 蕭揚霖 

22.    黃焯晞 趙梓瑤 曾澤耀 黃斯羽 丘啟仁 黃焯言 黃奕茹 黃玥晴 黃嘉泓 施孝洋 

23.      朱星宇 黃耀信 張梓筵 甄啓博 黃珈悠 阮柏軒 許立群 吳浩謙 

24.      庄芷穎 鄭汶駿   黃語謙 周泳霏 嚴德譽 謝承峻 

25.          楊展鵬  趙梓軒 周恩彤 

26.              

總數 21 21 22 22 24 24 23 24 25 24 25 25 

2019/2020 不督課學生名單 
 K1A K1B K1C K1D K2A K2B K2C K2D K3A K3B K3C K3D 

1.  陳德睿 陳子軒 陳昊揚 陳晞彤 關沛錡 關沛斯 陳熙宇 區國鏵  陳樂晞 李梓豪 朱俊愷 

2.  何明瑾 郭欣莉 陳浩泓 張泓垚 李澔泓 盧澄儀 謝睿燑 葉倩淇     

3.  何晉軒 黎啓謙 陳德航 林瑋翹   卓曉泓 施莎娜     

4.  楊天元 呂正然 張景泓 文睿一   張諾恆 伍政禮     

5.  呂梓軒 潘樂凝           

6.  吳緗甯            

總數 6 5 4 4 2 2 4 3 0 1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