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公益金舉辦之「公益金便服日」已於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四)舉行，對各

家長鼎力支持「公益金便服日」籌款行動，踴躍捐款，本校深表謝意。現將

捐款詳情臚列如下:共籌得善款共﹕$77,910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上幼A 陳一樂 上幼B 姜皓山 上幼C 李　程

上幼A 梁仲希 上幼B 李承熹 上幼C 趙禧宇

上幼A 區凱程 上幼B 梁卓樂 上幼C 鄭凱文

上幼A 吳如心 上幼B 岑忻杰 上幼C 何晉霆

上幼A 余恩綽 上幼B 梁千逸 上幼C 張栢熙

上幼A 李綽桓 上幼B 李一賢 上幼C 梁睿翀

上幼A 董子樂 上幼B 曾駿澧 上幼C 潘允祺

上幼A 譚志海 上幼B 李梓淳 上幼C 旋皓然

上幼A 吳綽銘 上幼B 郭岦郔 上幼C 黃逸熙

上幼A 孔予暘 上幼B 陳恩在 上幼C 梁佳晴

上幼A 葉　朗 上幼B 張暠天 上幼C 黃愷穎

上幼A 郭苡淇 上幼B 郭洛宜 上幼C 梁怡悦

上幼A 黃鈺偵 上幼B 鄭潁霖 上幼C 崔孜悠

上幼A 文羿嘉 上幼B 楊小虞 上幼C 鄧安嵐

上幼A 黎梓悠 上幼B 李懿璿 上幼C 何穎嵐

上幼A 岑晞琳 上幼B 李芯而 上幼C 陳樂詩

上幼A 李芯雅 上幼B 陳芊穎 上幼C 梁家琪

上幼A 張暟允 上幼B 衛熹澄 上幼C 鄭詠儒

上幼A 葉芯穎 上幼B 葉穎心 上幼C 張鈊媃

上幼A 仇冬悅 上幼B 劉芷彤 上幼C 仇易心

上幼A 張愷淇 上幼B 林卓蕎 上幼C 旋詠睎

上幼A 吳映霏 上幼C 羅皓舜 上幼D 胡晞樂

上幼A 譚靖蓉 上幼C 吳一朗 上幼D 李彥臻

上幼B 湯睿竑 上幼C 陳垚誦 上幼D 林俊霆

「公益金便服日」鳴謝啟示



上幼D 鄧卓楓 下幼A 陳雪嵐 下幼C 楊承駿

上幼D 梁釗言 下幼A 吳紫瑜 下幼C 關俊然

上幼D 何奕恩 下幼A 陳芊攸 下幼C 嚴濼森

上幼D 黃奕匡 下幼A 文語嫣 下幼C 陸清暉

上幼D 林子鈞 下幼A 巫玥曈 下幼C 尹栢韕

上幼D 曾皓軒 下幼A 趙炫稀 下幼C 張甯風

上幼D 練智楠 下幼A 呂苡澄 下幼C 楊卓諾

上幼D 何丞軒 下幼A 陳凱晴 下幼C 鍾希鍩

上幼D 馮奕藍 下幼B 歐禮賢 下幼C 甄梓霖

上幼D 冼靖皓 下幼B 陳一心 下幼C 陳昭彤

上幼D 梁竣睎 下幼B 劉晉義 下幼C 余子瑩

上幼D 鄭思允 下幼B 洪千裕 下幼C 梁洛頤

上幼D 何卓穎 下幼B 袁灝霖 下幼C 陳玥澄

上幼D 賴芍樺 下幼B 黃俊棋 下幼C 陳巧瀅

上幼D 項允靖 下幼B 譚　天 下幼C 杜暟玥

上幼D 蘇芊瑜 下幼B 鄺施宇 下幼C 趙紫妡

上幼D 張芯玥 下幼B 賴雋然 下幼D 鄭景謙

上幼D 謝紫楹 下幼B 曹晞柔 下幼D 陳哉銘

上幼D 劉深蕎 下幼B 李佩熹 下幼D 楊承軒

下幼A 康睿栢 下幼B 文在山 下幼D 鍾栢朗

下幼A 陳柏熙 下幼B 趙子柔 下幼D 蘇恩迪

下幼A 林柏翹 下幼B 卓千芮 下幼D 陳佑琋

下幼A 梁綽軒 下幼B 張日晴 下幼D 梁綽然

下幼A 張俊霆 下幼B 王頌綾 下幼D 蔡尚霖

下幼A 李司瑀 下幼B 游巧伶 下幼D 郭枳鋑

下幼A 曾子樂 下幼B 陳煒荍 下幼D 陳潁熹

下幼A 袁梓天 下幼B 陳諾頤 下幼D 葉濤德

下幼A 謝浚日 下幼B 鄭曉桐 下幼D 温雅蔚

下幼A 樊卓燊 下幼C 黃昱箖 下幼D 黎曉晴

下幼A 王爾淳 下幼C 陳胤嵐 下幼D 何雪妍



下幼D 邱愷翹 上低B 莫　懿 上低C 陳穗曦

下幼D 鄧吇喬 上低B 許逸翹 上低C 陳熙臨

下幼D 江芊臻 上低B 張亦曦 上低C 林玥晴

下幼D 高諾瞳 上低B 植皓臨 上低C 劉葦晴

上低A 吳飛然 上低B 胡翺哲 上低C 鄧悦殷

上低A 梁源晞 上低B 伍康晴 上低C 凌思佩

上低A 李柏霖 上低B 陳　甯 上低C 鄭恩悦

上低A 柯浩僑 上低B 吳海叡 上低C 胡凱琳

上低A 羅朗然 上低B 梁湘悦 上低C 陳凱甯

上低A 袁焯祐 上低B 吳卓縈 上低C 丘卓靈

上低A 何卓熹 上低B 柯映彤 上低C 甄珀瑤

上低A 盧溢瞳 上低B 郭依娜 上低C 張嘉宜

上低A 葉芷僑 上低B 楊曦怡 上低C 鍾芷睿

上低A 梁倬熒 上低B 龍桸淳 上低C 霍姸希

上低A 李心語 上低B 黎帖心 上低D 李卓蔚

上低A 李彩瑜 上低B 范鎧澄 上低D 葉彥亨

上低A 陳洛希 上低B 鄭杺娮 上低D 文皓程

上低A 文珈萱 上低B 王梓淇 上低D 陳沚汎

上低A 王樂茵 上低C 謝凱博 上低D 王舒堯

上低A 周逸晴 上低C 丘卓桓 上低D 葉旻珈

上低A 何盺橋 上低C 石楚渝 上低D 黃允姸

上低A 楊薾萱 上低C 葛子樂 全低D 劉以津

上低A 陳姵霖 上低C 黃卓嶠 全低D 曾允謙

上低A 林芯滺 上低C 孫浩天 全低D 顏鳳晴

上低A 李玟昕 上低C 張一諾 全低D 黃子洛

上低B 宋鎮碩 上低C 吳梓瑋 全低D 周彥宏

上低B 張卓楠 上低C 吳弘毅 全低D 黃霆謙

上低B 黃天晙 上低C 胡栢堯 全低D 張譽凡

上低B 周俊滔 上低C 劉樂凡 全低D 鍾柏霖

上低B 鄧君彥 上低C 鍾承佑 全低D 陶彥廷



全低D 劉苡心 下低A 趙洺鋭 下低C 梁柏林

全低D 蘇芊月 下低A 許瀚天 下低C 梁瑋燁

全低D 吳凱瑩 下低A 何柏霖 下低C 譚軼謙

全低D 李卓潼 下低A 范梓希 下低C 呂立庭

全低D 關彥晴 下低A 何穎欣 下低C 温振凱

全低D 陳沛汶 下低A 陳伊廷 下低C 黃子祐

全低D 蘇智孝 下低A 麥沚蕎 下低C 劉禹廷

全低D 陳希汶 下低A 林穎沁 下低C 羅逸飛

上低E 游清鴻 下低A 盧梓泳 下低C 陳遨楊

上低E 尹德熹 下低A 盧溱兒 下低C 鄭諾熙

上低E 楊加懿 下低A 張嘉言 下低C 陳芷萱

上低E 陳星瀅 下低A 李晞語 下低C 李芯柔

上低E 駱緻珵 下低A 梁希遙 下低C 李芷希

上低E 陳穎琳 下低B 彭暐然 下低C 林愷淇

上低E 陳妍芯 下低B 陳泇傑 下低C 李天月

上低E 劉㴓熒 下低B 黃濼堯 下低C 衞梓瑤

全低E 鄭考弦 下低B 簡樂童 下低C 梁婉菲

全低E 尹川睿 下低B 李羽浩 下低C 鄭洛汶

全低E 陳彥名 下低B 陳貝霆 下低C 劉愷蔚

全低E 吳皓輝 下低B 何允謙 下低D 吳倬翹

全低E 樂柏霆 下低B 呂晉毅 下低D 何梓驥

全低E 何彥霆 下低B 劉祺安 下低D 姚博堯

全低E 梁日嵐 下低B 黃睿琪 下低D 江禮孝

全低E 尹千禔 下低B 梁　悦 下低D 陳卓逸

全低E 張穎翹 下低B 葉泳妍 下低D 譚朗堯

全低E 陳萱諾 下低B 黃溱蕎 下低D 陳濬霖

全低E 曾榆喬 下低B 林君桐 下低D 蘇晞迅

下低A 池柏霆 下低B 李幸錡 下低D 徐婕嵐

下低A 蔡晉庭 下低B 麥子渝 下低D 何欣婷

下低A 麥卓言 下低B 張儷澄 下低D 劉芊悦



下低D 鄧伊晴 上高B 鄧智仁 上高C 馮俊橋

下低D 符凱晴 上高B 陳廸希 上高C 郭岦仁

下低D 郁子萱 上高B 黎珈熙 上高C 凌浚熙

下低D 李康瞳 上高B 何曜翔 上高C 邱梓軒

下低D 劉泳瑤 上高B 呂奕橋 上高C 蔡錫霖

下低D 何芯玥 上高B 王昊庭 上高C 梁卓翹

下低D 姜雅旼 上高B 陳星霖 上高C 藍康寧

上高A 蘇宇澄 上高B 姜晸藍 上高C 張栢麟

上高A 鄧溢朗 上高B 王泓鈞 上高C 凌振嵐

上高A 鄭樂賢 上高B 區晉翹 上高C 趙洛頤

上高A 石楚霆 上高B 梁俊健 上高C 徐嘉貝

上高A 凌翊熙 上高B 梁以諾 上高C 楊凱晴

上高A 陳澔鋒 上高B 潘霆晉 上高C 李焯穎

上高A 翁葦晴 上高B 蔡穎萱 上高C 林樂澄

上高A 馮恩毅 上高B 余皓晴 上高C 蔡詩雅

上高A 李俊殷 上高B 黎栩晴 上高C 張莃暶

上高A 黃柏豪 上高B 陳一心 上高C 林芍攸

上高A 李睿熙 上高B 謝喬焮 上高C 李姿欣

上高A 陳欣希 上高B 何綽庭 上高C 陳泳堯

上高A 袁詩晴 上高B 麥雅淳 上高C 廖思晴

上高A 林蓁妤 上高B 梁可柔 上高D 莊仁樂

上高A 劉玥孜 上高B 胡恩晞 上高D 馮睿翹

上高A 何凱珊 上高B 譚子怡 上高D 梁皓森

上高A 吳恩希 上高B 林卓曈 上高D 方宙謙

上高A 林明玥 上高B 林佩瑩 上高D 黃筱鈞

上高A 羅凱莉 上高B 鄭靖煥 上高D 郭澔謙

上高A 郭勵希 上高B 葉　晴 上高D 黃廸朗

上高A 葉穎希 上高C 趙芷恩 上高D 李浠暐

上高A 劉蕊嵐 上高C 黃冠溢 上高D 吳研軒

上高A 陳可藍 上高C 王望舜 上高D 陳嘉予



上高D 鍾　懿 下高A 何璟曜 下高B 許芯瑜

上高D 王智樂 下高A 陳煒桐 下高B 鄧少渟

上高D 鄭塏縈 下高A 梁展瑋 下高B 邵熙楠

上高D 郭思林 下高A 吳卓祺 下高B 黃琛甯

上高D 吳映忻 下高A 李柏謙 下高B 李芓澄

上高D 黃曦悦 下高A 許韻甯 下高C 梁恆健

上高D 鄧穎琛 下高A 林智嫣 下高C 楊琋舜

上高D 李咏蓓 下高A 李若蕎 下高C 鄺俊霖

上高D 林諾恩 下高A 羅洺蔚 下高C 鄔博民

上高D 蘇韻澄 下高A 梁諾恩 下高C 徐中彥

上高D 葉釓攸 下高A 周梓愛 下高C 譚天朗

上高D 梅千翹 下高A 陳曉彤 下高C 陳彥禮

上高D 王詩騏 下高A 張丞雅 下高C 鄧皓僑

上高D 岑晞而 下高A 陳熙怡 下高C 葉浚曜

上高E 陳嘉泓 下高B 梁信哲 下高C 曾家麟

上高E 譚梓皓 下高B 黃柏銘 下高C 梁允芊

上高E 蘇柏賢 下高B 朱善滔 下高C 吳紫菲

上高E 陳靖希 下高B 麥善晞 下高C 翟子澄

全高E 劉奕軒 下高B 陳卓謙 下高C 盧詩悦

全高E 吳柏熹 下高B 甘浩言 下高C 鄭希雯

全高E 陳國肇 下高B 劉皓昇 下高C 譚　穎

全高E 鄭力榕 下高B 吳家朗 下高C 馮熙兒

全高E 陳翱希 下高B 方心莊 下高C 布恩言

全高E 梁信之 下高B 黃柏彥 下高C 陳蔓紳

全高E 鄭穎琳 下高B 葉致孝 下高C 戴詩涵

下高A 鄭朗迪 下高B 麥允熹

下高A 譚仲亨 下高B 張迪僖

下高A 楊洛軒 下高B 周巧恩

下高A 黃柏熹 下高B 洪芊晨

下高A 林子樂 下高B 魏睿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