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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二輪評核名單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0007 吳筱妤 田家炳中學 

0016 黃澤禧 田家炳中學 

0022 林詠 田家炳中學 

0026 滑子翹 田家炳中學 

0029 莫卓祈 香港真光中學 

0037 伍紋况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0040 王鍶鍶 筲箕灣官立中學 

0044 陳雅沂 聖保祿中學 

0047 蔡宗賢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0048 林曉彤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0051 梁銳新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0055 余藹庭 麗澤中學 

0058 郭悦晴 屯門官立中學 

0061 黃譓殷 沙田崇真中學 

0062 余凱晴 沙田崇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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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羅慧怡 沙田崇真中學 

0066 鄧信希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0069 葉綾恩 賽馬會體藝中學 

0072 區柏鏗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0074 繆思茵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0077 黃柏朗 聖保羅書院 

0080 黃健安 聖保羅書院 

0083 邵振輝 聖保羅書院 

0084 鄧智朗 英華書院 

0086 黎臻禧 香島中學 

0090 郭翩翩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0097 吕梓陶 港大同學會書院 

0098 莊馥菱 港大同學會書院 

0099 莊颺菱 港大同學會書院 

0102 周金 青年會書院 

0108 瞿昊淼 聖保羅男女中學 

0109 黃哲宇 聖保羅男女中學 

0112 麥鎮麟 聖保羅男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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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薛健洪 瑪利諾中學 

0116 費愷澄 德望學校 

0123 黃梓曦 中華基金中學 

0125 張嘉瑜 中華基金中學 

0186 江禮晴 協恩中學 

0127 林倬謠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0131 徐滙 馬鞍山崇真中學 

0188 李嘉惠 拔萃女書院 

0136 王譽程 德雅中學 

0137 陳沅蕎 嘉諾撒聖心書院 

0139 洪丞之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0142 蔡嘉蔚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0143 源思棋 華英中學 

0147 朱信嘉 華英中學 

0152 梁樂行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0154 孔令喬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0161 馬菁茂 迦密柏雨中學 

0163 何俊旻 五邑司徒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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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 鄺衍麒 喇沙書院 

0167 林正熹 喇沙書院 

0168 譚日鈞 喇沙書院 

0170 黃卓倫 路德會協同中學 

0177 譚嘉琪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0179 廖家賢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0180 李海銅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0133 楊卓翹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0183 呂嘉澤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0185 蔡梓瑩 協恩中學 

0191 賴駿和 觀塘瑪利諾書院 

0192 陳嘉臻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0197 鄭汐銳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0199 黃婉澄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0201 俞嘉敏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0203 李心縈 聖羅撒書院 

0207 徐小雅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0212 温嘉琪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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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7 張詩琪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0220 許宏僖 皇仁書院 

0223 潘文欣 沙田蘇浙公學 

0224 郭修睿 沙田蘇浙公學 

0231 鍾瑋茵 伊利沙伯中學 

0234 李碧瑤 德蘭中學 

0238 方筠晴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0240 林樂瑤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0241 羅文希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0248 李明瑤 德愛中學 

0256 黃曉慧 嘉諾撒聖心書院 

0257 林熹怡 嘉諾撒聖心書院 

0259 顏靖瑶 保良局胡忠中學 

0265 郭俞彤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0267 何明瑶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0271 曾旨忻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0273 麥伊玲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0278 李學霖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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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9 吳凱峰 聖若瑟書院 

0295 陳雪琴 保良局胡忠中學 

0300 陳伊洋 聖馬可中學 

0303 陳珏熹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0304 楊惠婷 聖嘉勒女書院 

0305 宋優 聖嘉勒女書院 

0306 黃天晴 聖嘉勒女書院 

0307 楊婉羚 聖嘉勒女書院 

0309 林津鈮 寧波公學 

0310 李俊鋒 寧波公學 

0311 粘佩瑩 寧波公學 

0313 施梅妍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0315 楊焯棋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0320 陳祉因 潔心林炳炎中學 

0324 黃泆溱 將軍澳官立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