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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毅远 FGS Youth () 张百合子 岗丽中学

* 周家揚 FGS Youth (( 吴曦娴 巴特礼中学

+ 蔡宇賢 FGS Youth (, 胡冰滢 平仪中学

) 欧美妤 丰嘉中学 (- 王欣语 平仪中学

( 蔡苏妍 中正中学（义顺） (. 卢冠皓 德新中学

, 黄若嫣 中正中学（义顺） (/ 孔墨予 德明政府中学

- 邓绣锜 中正中学（义顺） ,0 洪佳利 思源中学

. 贾宁瑄 中正中学（义顺） ,' 吴佳璇 思源中学

/ 张剴雅 中正中学（义顺） ,* 邱科然 思源中学

'0 杨惠涵 中正中学（义顺） ,+ 薛静娴 思源中学

'' 美琳 中正中学（义顺） ,) 叶穰趣 惠历中学

'* 谢程臻 军港中学 ,( 武梦佳 惠厉中学

'+ 王子悦 务德中学 ,, Enis 成康中学

') 何曦 华中国际学校 ,- 郑洁敏 成康中学

'( 方吟月 华中国际学校 ,. 陈俞心 成康中学

', 甘俊皓 南华中学 ,/ 胡瑀芯 成康中学

'- 陈净慧 南华中学 -0 梁恩铭 成康中学

'. 吴彦葇 南桥中学 -' 辜亦惠 成康中学

'/ 李娅贤 南桥中学 -* 骆星彤 成康中学

*0 简亦萱 南桥中学 -+ 曾铭豪 文殊中学

*' 蔡雨彤 南桥中学 -) 齐格 文殊中学

** 车明珠 南桥中学 -( 林铭宣 文殊中学

*+ 朱堡荷 南桥中学 -, 甘昊雯 淡滨尼中学

*) 庄义 南桥中学 -- 謝家伊 淡马锡中学

*( 林展锐 南桥中学 -. 谭家俊 立德中学

*, 翁嘉琳 南洋女子中学 -/ 谢玉欣 立德中学

*- 何睿娴 南洋女子中学 .0 黄雪敏 立德中学

*. 徐绍哲 南洋女子中学 .' 周靖欢 立才中学

*/ 袁歆懿 南洋女子中学 .* 陈宣豪 维多利亚学校

+0 张芸菁 南洋女子中学 .+ 林敬龙 茂桥中学

+' 王思洁 南洋女子中学 .) 陈谕碹 茂桥中学

+* 杨媄婷 南洋女子中学 .( 邵靖文 茂桥中学

++ 孙荣霜 南洋女子中学 ., 陈宏禹 茂桥中学

+) 洪湘婷 南洋女子中学 .- 郭慧慈 茂桥中学

+( 黄相宜 南洋女子中学 .. 徐思睿 茂桥中学

+, 陈思洁 南洋女子中学 ./ 陈紫琳 茂桥中学

+- 莫洁颐 四德女子中学 /0 吴恩希 茂桥中学

+. 孔俊皓 圣伯特理中学 /' 慕划蒂 茂桥中学

+/ 冯冯 圣婴女中(圣若瑟) /* 张芯怡 莱佛士女子中学

)0 蔡淑婷 圣婴女中(圣若瑟) /+ 李惟 莱佛士书院

)' 陈思琦 圣婴女中(圣若瑟) /) 黄蓓伶 辅华中学

)* 林靖萤 圣婴女中(圣若瑟) /( 尤翊齐 辅华中学

)+ 林沚霆 圣婴女中(圣若瑟) /, 陈家恺 辅华中学

)) 爱亚娜 圣婴女中(圣若瑟) /- 苏吉鑫 务立中学

)( 楊凱馨 圣尼各拉女校 /. 哈金 务立中学

), 吴协庭 圣若瑟书院 // 许文瑜 丹绒加东女校

)- 陈宽源 培华中学 '00 许文馨 丹绒加东女校
). 王钿宁 培才中学 '0' 张文瑄 丹绒加东女校
)/ 刘子熙 培才中学 '0* 鞠宇轩 公教中学
(0 马厚普 培才中学 '0+ 陈娜怡婷 洛阳景中学

(' 王约诺 培道中学 '0) 管思辰
公教中学

(Sapphire Learning Centre)
(* 萧圣霏 培道中学 '0( 張子麟 德明政府中学(三友画苑)
(+ 蔡定勲 培道中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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