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至 5月曾梅之星名單(P.1 -P.6) 

 

1A 陳恩彤 杜致臻 韓昊烜 林慶錦 劉展豪 

 梁晉瑋 梁洛依 羅雲山 奚穎 張玉珩 

 

1B 陳科廷 陳晞嵐 陳沛洋 張修銓 張瑩鈺 

 符琸廷 馮詠晞 葉岷莊 江錦源 郭熙純 

 劉鎮漢 劉紫儀 李逸熙 廖梓君 羅健豪 

 呂浠瑤 馬梓駿 吳樂兒 謝逸藍 徐梓峰 

 王梓萁 黃嘉敏 黃芷蔚 葉美琳 葉柏宇 

 容凱盈     

 

1C 洪洛熙 陳俊豪 鍾婉晴 方奕楠 傅泇璇 

 呼小骏 許正弦 金芝 簡姸慧 紀嘉宸 

 郭芯語 林芷樂 劉泳希 李安迪 文俊然 

 彭智軒 沈靖嵐 戴穎南 謝澤鋒 徐希瑜 

 董浩然 黃千兒 黃以晴 黃亦朗 吳宸睿 

 胡晉誠 肖力鳴 姚思妤 張子鈺  

 

1D 朱芷瑩 羅若寧 陶泳曈 黃煋頌 張峻茂 

 張偉樂 李卓簥 蘇弘竣 曾柏皓  

 

1E 方力恆 黄海晴 張智豪 何桭曦 何蕆毅 

 李量鈞 吳尚謙 彭澤恩 鄧卓詠 鄔樂曈 

 黃梓傑     

 

2A 賀衍達 梁穎 李祺旭 劉芳銘 潘俊熙 

 趙嘉琳 李子軒    

 

2B 陳愷婧 張白駒 張心悅 張子敬 鍾穎茵 

 林梓謙 林姸希 劉柏希 梁芷蘊 文紀堯 

 黃琸霖 黃俊曦 黃啟睿 楊知融 楊茗晴 

 

2C 陳全蝶 陳璟韜 陳雅琳 陳信衡 陳珺雅 

 陳穎萱 張登堯 趙芯淼 李心妍 李柏彥 

 莫喬軒 吳籽樂 鄧柏軒 鄧天穎 閆家碩 

 葉鎧樂     



 

2D 張溥晴 庄超宏 古家欣 劉子萱 劉逸朗 

 梁珉康 莫凱昕 魏楓 潘芷悠 譚凱堯 

 鄧馨怡 黃豊堯 黃鏊浚 黃子熹 余敬灃 

 余天朗     

 

2E 陳翎雁 陳心穎 陳睿雪 陳若萱 張晞妍 

 張譯元 范紋睻 孔令池 梁競希 麥溍軒 

 蘇曉悠 黃芯悠    

 

3A 梁倬瑋 蘇瑞熹 周楚淇 林成炫 黃芝涵 

 吳卓熙 袁志輝    

 

3B 張迅宇 蔡嘉熺 周建燁 蔡逸塱 方顥然 

 何政宏 林芷瑩 劉智康 劉穎琳 李凱瑩 

 李博銳 謝雨晴 黃心怡 余文瀚 俞永禧 

 何福濤     

 

3C 陳奕年 周善兒 郭政禧 何溢軒 梁翠紗 

 司徒尚雅 黃逸朗 王裕傑 余晞萌 林梓洋 

 

3D 陳昊謙 陳子浠 何婥蕎 郭百均 劉千瑩 

 劉紫瑩 吳懿樂 徐諾謙 姚逸晞 鄭裕威 

 

3E 陳頌康 陳可心 羅梓茵 李思琦 潘可茵 

 

4A 蔡沛峰 陳俞潼 陳詩曈 胡藍心 李鑫燁 

 李詠欣 劉璟添 馬熙妍 施奕辰 舒浩軒 

 武俊皓 張子晴 張祖樂 王澤天  

 

4B 鄭迦楠 周宇熙 鍾綺妮 柯鈐仁 李溢富 

 李希敏     

 

4C 陳百樂 張永霖 方奕程 劉佩萱 李倪彥 

 盧梓淇 龍樂晴 譚梓茵 黃靖浠 黃思諭 

 詹廣睿     

 

 



 

4D 陳盈希 周黃鑫 陳銳陽 鄒映運 鍾凱晴 

 方晴 賴俊文 莫明恩 吳華清 彭皓謙 

 黃靖嵐 黃毓霖    

 

4E 張敏希 朱晨樂 郭苡澄 李思穎 盧子萱 

 馬銘煒 曾俊傑 黃子玲 黃梓裕 袁諾衡 

 

5A 關瑋詩 姜麗嫦 林梓朗 劉盟 余天雋 

 莊妍     

 

5B 朱子樂 何凱澄 賈紫嫣 李妍萱 盧嘉宜 

 黃雅美 黃思荇    

 

5C 蔡灝哲 郭康嵐 伍紫盈 顏紫嫣 楊家祥 

 

5D 陳熙欣 杜若誼 郭丹薇 黃若琳 荊嘉衡 

 黎美儀 李思彤 劉晏羽 聶凡妮 沈慧梓 

 王樂恩 黃嘉裕 蔣毓正   

 

5E 陳國君 蔡孟霏 鍾天佑 孔彥博 黎鎧霈 

 盧凌雪 雷巧蓉 莫凱晴 蘇佩瑩 楊其樂 

 楊子軒 姚彬霖    

 

6A 陳美思 陳佩淇 鄭倬廉 張文希 樊亭瑤 

 胡振霖 胡茵茵 關嵩曦 林希頤 李澤楠 

 湯咏珊 夏欣蕾 張鳳婷 張珈碩 朱啓睿 

 

6B 張進堯 趙晞彤 胡梓浩 劉芯瑜 李唐心 

 雷承恩 蘇俊康 蘇啟言 蘇朗 曾舜治 

 董浩勤 翁嘉君 張婭鑫   

 

6C 陳專 陳思鳴 陳添駿 陳泳詩 萬泳彤 

 余柏橋     

 

6D 徐洛晴 鍾天兒 韓熙恩 黃佩瑶 林羨桐 

 劉卓軒 劉沛鍩 李新悅 潘秋瑜 龐子游 

 鄧光灜 王朗軒 黃永翔   



 

6E 陳凱琪 陳紀霖 陳悅儀 寇語菲 劉曉樺 

 吳子諾 鄧穎思 許洪平 楊凱喬 嚴翊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