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姓名
培正中學 羅正平

菜農子弟學校 黃迎晴

蓮峰普濟學校 蘇俊浠

蓮峰普濟學校 譚嘉琪

北區中葡小學 Tiwanac Jobunne Baniwas

培道中學(小學部) 楊惠芯

蓮峰普濟學校 梁柏源

培正中學 易沁禧

培正中學 馮芷穎

培正中學 陳曉晴

鮑思高粵華小學 蔡明哲

東南學校 相沛東

氹仔中葡學校 Richard James L Maximo

聖德蘭學校 譚詠思

聖德蘭學校 馮梓詠

聖德蘭學校 楊愛琳

鏡平學校(小學部) 戚思敏

培正中學 鄭浠潼

學校 姓名
1 蓮峰普濟學校 譚佩林

2 聖善學校 陳嘉欣

3 聖善學校 呂承儒

4 新華學校 唐芷晴

5 新華學校 郭瀚楷

6 二龍喉中葡小學 黃振財

7 鮑思高粵華小學 吳日朗

8 海暉學校 馮靖恩

9 新華學校 曹欣怡

10 鏡平學校 鄭雨晴

11 新華學校 馬浩然

12 新華學校 曲思敏

13 教業中學 黃喜琳

14 菜農子弟學校 林智傑

15 澳門坊眾學校 黃銘謙

16 北區中葡小學 林曉瑩

17 聖家學校 曹心怡

18 鮑思高粵華小學 蔡海鋒

19 鮑思高粵華小學 劉珀喬

20 廣大中學(分校) 李海楠

21 廣大中學(分校) 蔣梓俊

22 廣大中學(分校) 梁國濤

23 鏡平學校 葉靖臨

24 鮑思高粵華小學 陳逸恆

25 海暉學校 盧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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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姓名
26 德明學校 歐嘉汶

27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張正鋒

28 聖瑪沙利羅學校 陳穎璇

29 聖瑪沙利羅學校 徐浩然

30 聖瑪沙利羅學校 梁綺雯

31 聖瑪沙利羅學校 黎翠婷

32 東南學校 洪藝妍

33 鮑思高粵華小學 張梓浩

34 菜農子弟學校 劉海杰

35 菜農子弟學校 黃嵐楠

36 鏡平學校 林雅詠

37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黎柏堯

38 菜農子弟學校 何梓熙

39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廖鑫瑜

40 鏡平學校 何嘉妍

4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趙希榆

42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廖宇翔

43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廖康怡

44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郭芷瑩

45 聖家學校 譚巧琳

46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惠怡

47 澳門坊眾學校 蔡欣妍

48 澳門坊眾學校 梁詩曼

49 澳門坊眾學校 趙梓然

50 澳門坊眾學校 陳君豪

51 澳門坊眾學校 吳瀅霖

52 菜農子弟學校 廖加文

53 澳門坊眾學校 林心瑜

54 澳門坊眾學校 曲文藝

5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樂縈

56 二龍喉中葡小學 張形嵐

57 鏡平學校 陳穎杰

58 鏡平學校 梁尚舒

59 聖德蘭學校 老泳琳

60 鏡平學校 陳思

61 培道中學(小學部) 崔寶莉

62 鮑思高粵華小學 李偉樂

63 培道中學(小學部) 余家明

64 氹仔中葡學校 Garcia Mark Daniel

65 海暉學校 黃清森

66 海暉學校 歐陽心怡

67 鮑思高粵華小學 丁柏熙

68 培正中學 李天朗

69 培正中學 汪日喜

70 培正中學 梁嘉浩

7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葉沛妍

72 菜農子弟學校 侯雅婷

7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唐倩茹

74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區永權



學校 姓名
75 鮑思高粵華小學 林熙瑒

76 教業中學(小幼部) 任梓怡

77 教業中學(小幼部) 鄒啟樂

78 教業中學(小幼部) 歐陽碧儀

79 菜農子弟學校 陳海欣

80 鏡平學校 曾濟麟

8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江子毅

82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梁愷淇

83 東南學校 麥浩庭

84 婦聯學校 吳海儀

85 婦聯學校 孔仕諾

86 婦聯學校 蕭芷晴

87 澳門坊眾學校 楊惠珊

88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李伊聖

89 培道中學(小學部) 劉凱峰

90 培道中學(小學部) 黎冠怡

91 培道中學(小學部) 關珀如

92 培道中學(小學部) 陳珮詩

93 培道中學(小學部) 曹慧彤

94 培道中學(小學部) 吳啓楠

95 培正中學 呂鏵俊

96 菜農子弟學校 鄭誠康

97 德明學校 陳雅晴

98 德明學校 陳嘉晴

99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張萍萍

100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馮敬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