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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樓 1D 程少恒

明泰樓 1D 冼苑瑩

明泰樓 1D 黃奕菲

明泰樓 1E 朱婉琳

明泰樓 1E 范添生

明泰樓 1E 范嘉恩

明泰樓 1E 黃子珺

明泰樓 2A 張文懿

明泰樓 2A 郭錦燊

明泰樓 2A 蘇綺澂

明泰樓 2C 張巧晴

明泰樓 2C 梁佳樂

明泰樓 2C 劉茗懿

明泰樓 2C 譚學彬

明泰樓 2C 王梓欣

明泰樓 2C 莊金鵬

明泰樓 2D 朱東晟

明泰樓 2D 范華生

明泰樓 2D 譚君浩

明泰樓 2D 黃嘉慶

明泰樓 2E 陳玉瑩

明泰樓 2E 蔡芷穎

車 置
錦泰樓 F.1 辛祖康
錦泰樓 F.1 顏煥力
錦泰樓 F.1 彭詠兒
錦泰樓 F.1 吳心瑜
錦泰樓 F.1 劉芯蕾
錦泰樓 F.1 黃可兒
錦泰樓 F.1 黃詩穎
錦泰樓 1B 蕭嘉漫
錦泰樓 1B 温泳嵐
錦泰樓 1C 馬澤銳
錦泰樓 1D 葉瑞興
錦泰樓 2B 馮柏熙

明泰樓 F.1 李明浩

明泰樓 F.1 胡樂鋒

明泰樓 F.1 梁竣嵐

明泰樓 F.1 何梓軒

明泰樓 F.1 郭姵君

明泰樓 F.1 吳綺淋

明泰樓 F.1 黃嘉聰

明泰樓 F.1 甘佳欣

明泰樓 F.1 李紀君

明泰樓 F.1 鍾宇揚

明泰樓 F.1 陳素絢

明泰樓 F.1 馬鉑林

明泰樓 F.1 連詠琳

明泰樓 F.1 蔡峻泓

明泰樓 F.1 余詠珊

明泰樓 F.1 黃祖雲

明泰樓 F.1 盧卓鉎

明泰樓 F.1 周芷晴

明泰樓 F.1 吳泓澤

明泰樓 F.1 曹詩雅

明泰樓 1E 黃柏皓

明泰樓 F.1 麥浚賢

明泰樓 F.1 黃荻堯

明泰樓 F.1 盧卓鉎

明泰樓 1A 李伊悅

明泰樓 1B 陳靖豪

明泰樓 1C 黃穎茵

明泰樓 1D 張丁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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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達樓 F.1 胡沁蔚

孝達樓 F.1 鄧志軒

孝達樓 F.1 陸梓穎

孝達樓 F.1 歐知盈

孝達樓 F.1 葉梓晉

孝達樓 F.1 溫岸霖

孝達樓 F.1 張旻諾

孝達樓 F.1 余世樺

孝達樓 1A 梁文揚

孝達樓 1B 蔡金枝

孝達樓 1B 蔡豪迪

孝達樓 1B 何俊賢

孝達樓 1C 陳佳的

孝達樓 1D 楊肇希

孝達樓 1E 鄧妍

孝達樓 2A 曾屏

孝達樓 2A 馮海珊

孝達樓 2B 梁鈺華

孝達樓 2C 冼穎詩

孝達樓 2C 翁聖菲

孝達樓 2D 黃俊皓

孝達樓 2E 梁俊堯

孝達樓 2E 蕭朗峯

孝達樓 3B 伍秉熙

孝達樓 3B 司徒天樂

秀程樓 F.1 吳心怡

秀程樓 F.1 蘇子堯

秀程樓 F.1 何浩銘

秀程樓 F.1 張學明

秀程樓 F.1 廖炫斌

秀程樓 F.1 鄧曉玟

秀程樓 F.1 伍心妍

秀程樓 F.1 梁柏言

秀程樓 F.1 陳賢聰

秀程樓 F.1 溫皓峻

秀程樓 F.1 歐陽慧盈

秀程樓 F.1 謝浩然

秀程樓 F.1 劉澤宏

秀程樓 F.1 張達濤

秀程樓 F.1 廖家斌

秀程樓 F.2 張雅欣

秀程樓 1A 鄭樂瑤

秀程樓 1A 唐信賢

秀程樓 1B 曾墡榆

秀程樓 1C 陳雪怡

秀程樓 1C 羅幼虹

秀程樓 1C 李倩儀

秀程樓 1C 吳嘉焌

秀程樓 1D 梁子軒

秀程樓 1D 羅敬凱

秀程樓 1D 張可穎

秀程樓 1E 陳佩詩

秀程樓 1E 劉兆悅

秀程樓 1E 施俊熙

秀程樓 2A 謝海澄

秀程樓 2B 張子愉

秀程樓 2B 黃雅榆

秀程樓 2C 楊麗盈

秀程樓 2C 周煒鍵

秀程樓 2D 陳錦穎

秀程樓 2D 葉嘉健

秀程樓 2E 鍾毅

秀程樓 3A 何啟僖

秀程樓 3A 高穎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