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码 名字 学校 号码 名字 学校

1 崔恩雅 崇辉小学 51 何城炎 义安小学
2 杰恩 育青小学 52 陈昊泽 义安小学
3 张馨月 育青小学 53 陈玮恩 义安小学
4 李泓妤 育青小学 54 吴兆恩 义安小学
5 王芊语 育青小学 55 郑雅慈 义安小学
6 郭睿函 育青小学 56 陈洁恩 义安小学
7 过睿涵 育青小学 57 黄禹棠 义安小学
8 高翔 育青小学 58 陈元腾 义安小学
9 孙近铭 康培小学 59 黄彦熙 义安小学
10 彭翰如 康培小学 60 张安淇 义安小学
11 张婧涵 康培小学 61 Hipolito Chloe Mikayla P. 北源小学
12 张添旭 康培小学 62 齊藤雄珀 北源小学
13 褚子歆 康培小学 63 林珞一 兆源小学
14 张嘉婷 康培小学 64 求炘辰 兆源小学
15 颜希恩 康岭小学 65 王丽心 百惠小学
16 江世平 康岭小学 66 黄俊稀 百惠小学
17 蔡诗涵 康岭小学 67 许君诚 百惠小学
18 王翊瑄 康岭小学 68 袁清宁 百惠小学
19 袁靖恩 康岭小学 69 阿里雅 百惠小学
20 刘佳俊 大众小学 70 吕钇姗 聚英小学
21 陈卓 大众小学 71 林伊辰 聚英小学
22 邱圣杰 大众小学 72 王歆然 聚英小学
23 爱德华 大众小学 73 陈俊文 聚英小学
24 林玹睿 育德小学 74 陈恣宁 聚英小学
25 黄弘恩 育德小学 75 戴宜芯 聚英小学
26 吴端信 育德小学 76 明宛静 聚英小学
27 杨御颉 育德小学 77 李晓桐 聚英小学
28 董睿辰 育德小学 78 彭钰恩 聚英小学
29 胡雨轩 育德小学 79 邓淽晴 聚英小学
30 陈耀祖 育德小学 80 王劲宇 聚英小学
31 李婉童 育德小学 81 王奕婷 聚英小学
32 简正恩 育德小学 82 林昱萱 聚英小学
33 官湘芸 育德小学 83 彭瑞洋 聚英小学
34 俞雅曦 育德小学 84 关哲忻 聚英小学
35 白雅丽 育德小学 85 美嫣 聚英小学
36 高欣博 育德小学 86 Lin Myat Aung 聚英小学
37 陈慧恩 绿苑小学 87 Htet Eaindra Win 聚英小学
38 Tamayo Chrissie Yu 后港小学 88 Nadi Wai 聚英小学
39 沈睿杰 后港小学 89 李昇夏 聚英小学
40 洪昀姗 后港小学 90 伊佳 聚英小学
41 谭昕娜 后港小学 91 乐桃诗 聚英小学
42 许美雪 后港小学 92 王俐琪 培林小学
43 陈子睿 后港小学 93 张芸溪 培林小学
44 洪昀萱 后港小学 94 许家熙 培景小学
45 郑非比 菩提小学 95 叶向凱 培景小学
46 李昌恒 弥陀学校 96 蔡宇欣 培景小学
47 罗怡绚 弥陀学校 97 李文乐 培景小学
48 许洋 弥陀学校 98 黄建豪 培景小学
49 吕姵莹 南洋小学 99 林保杰 培景小学
50 张源智 军港小学 100 林芷宁 培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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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吴丽莎 培景小学 151 叶诚 丹绒加东小学
102 赵晨瑄 培景小学 152 胡芮宸 伟源小学
103 程暄诒 培景小学 153 林瑞曦 伟源小学
104 刘珈辰 启发小学 154 魏伶轩 伟源小学
105 洪玮嬣 启发小学 155 林乐曦 伟源小学
106 陈祉瑄 启发小学 156 坂仓宗祐 伟源小学
107 童浩泽 启发小学 157 芮恩 伟源小学
108 斐骊文 启发小学 158 郑诺欣 西山小学
109 杨子睿 启发小学 159 梁柏语 西山小学
110 珈安 启发小学 160 张亿辉 西山小学
111 葛静悦 启发小学 161 郭静唯 杨厝康小学
112 黄婉莹 立德小学 162 李乐声 杨厝康小学
113 阮庭贝 立德小学 163 王嘉敏 杨厝康小学
114 林思婷 立德小学 164 徐燕霓 杨厝康小学
115 陈亮宇 立德小学 165 黄佳轩 杨厝康小学
116 陈思含 立德小学 166 刘豪鼎 杨厝康小学
117 赖祉彤 立德小学 167 李石 杨厝康小学
118 俞慧安 立德小学 168 郑宇膧 杨厝康小学
119 余紫晴 立德小学 169 张健桉 杨厝康小学
120 邱筱茹 立德小学 170 陈思彤 杨厝康小学
121 梁煦梵 立德小学 171 黄悦格 杨厝康小学
122 戴新蕾 康林小学 172 张紫轩 杨厝康小学
123 洪艺玲 康林小学 173 庄振扬 杨厝康小学
124 王振淏 康林小学 174 萧靖曦 杨厝康小学
125 魏新悦 康林小学 175 林芊乐 杨厝康小学
126 周思洁 康林小学 176 梁正宇 杨厝康小学
127 陈元泽 康林小学 177 吴栩亦 杨厝康小学
128 万玹羽 康林小学 178 弗多 杨厝港小学
129 彭艺萱 康林小学 179 Ymarie Benedicto Abalos 杨厝港小学
130 余欣恩 康林小学 180 恩可丽马 杨厝港小学
131 胡峻豪 康林小学 181 苏艺 杨厝港小学
132 瑞媗 康林小学 182 杰可 杨厝港小学
133 黄康祐 康林小学 183 Ycay Naomi 杨厝港小学
134 朱靖雯 康林小学 184 Bettina 杨厝港小学
135 陈歆予 康林小学 185 黄恩加 义顺小学
136 廖予谦 康林小学 186 李婉晴 义顺小学
137 李俊豪 康林小学 187 周泽琛 义顺小学
138 张浩宇 士林小学 188 郑奕萌 三友画苑
139 廖芷均 圣安东尼女校 189 陈昱菲 三友画苑
140 薛嘉仪 圣安东尼女校 190 傅美涵 三友画苑
141 杨雨心 圣安东尼女校 191 丘同妤 佛光山
142 李明雨 圣安东尼女校 192 陈姿璇 佛光山
143 Karasawa Kana 圣安东尼女校 193 苏靖婷 佛光山
144 齐天佑 圣加俾尔小学 194 黄歆媛 佛光山
145 何骏 圣加俾尔小学 195 林诗恩 佛光山
146 林子杰 圣加俾尔小学 196 王文星 佛光山
147 李奕狄 圣斯德忘学校 197 葉向凯 佛光山
148 陈泇豪 圣斯德忘学校 198 陈姿伶 佛光山
149 王甦冉 圣斯德忘学校 199 王劲同 Joyme Art
150 张沛煌 圣斯德忘学校 200 苏诗晴 Joym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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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芮安娜 美雅小学 206 姬沅君 莱佛士女子小学
202 洪子轩 崇福学校 207 吉瀚文 立德小学
203 威立 崇福学校 208 孙思许 林景小学
204 威伊 崇福学校 209 戴睿萱 新民小学
205 梁舒淼 培青学校 210 刘杰尔 新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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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李璨然 三友画苑 213 金筱漫 三友画苑
212 王佑霖 三友画苑

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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