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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盧鴻宇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 

甘卓熹 九龍迦南中英文幼稚園 

Chan Hang Kin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鄒顯澄 九龍靈光小學 

劉明軒 九龍靈光小學 

魏上智 九龍靈光小學 

徐梓森 九龍靈光小學 

陳嘉熹 九龍靈光小學 

許穎恩 九龍靈光小學 

郭金葦 九龍靈光小學 

郭金綸 九龍靈光小學 

王婧瑤 九龍靈光小學 

伍敬義 九龍靈光小學 

朱天佑 九龍靈光小學 

何允浵 九龍靈光小學 

何倩榆 九龍靈光小學 

吳嘉俊 九龍靈光小學 

吳嘉樺 九龍靈光小學 

Chan Yu Man 九龍靈光小學 

鄧苡沁 又一村學校 

張希嶠 又一村學校 

Chan Cheuk Ying 又一村學校 

蘇煒喬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麥紀豪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麥琦琪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王卓謙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Tang Cheuk Yiu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譚栢安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莊英希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周樂諾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伍哲侖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周樂森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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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Woo Pui Man Hulda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Ethan Chow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Lam Chun Hei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Yeung Tsz Hei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Yeung Eagle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Yeung Tsz Ying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蘇嘉俊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蘇嘉盈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Chan Sze Ching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譚嘉恩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鄧以恩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潘嘉晴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鍾昕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譚雪晴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歐陽思欣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歐陽卓朗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潘嘉朗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葉雪澄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鄧以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鄭曉樂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盧俊豪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羅偉銓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羅詠霖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陳泓熹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陳樂心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梁文楷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陳樂知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梁靜儀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陳駿浠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陶苡莉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周睿翹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田在林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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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林以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朱恩彤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朱煒軒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江嘉城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何君謙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李芷穎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何芷萁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阮曉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余梓濼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吳家晴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林菁渝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吳詠珊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Pythan Tse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Lin Yu Ming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Sek Chi Lok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Lau Wing Tung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Chu Yan Ki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Daniel Au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Jestin Cheung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Kan Yan Lok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Kwok Tsz Hang Kelsie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黃思行 才俊學校 

蕭樂賢 才俊學校 

駿豪 才俊學校 

Chan Hung Kwong 才俊學校 

Cheuk Him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戴上雯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鄧景仁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鄧泓峰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楊昭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鄧悅芯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趙麗淘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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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劉穎希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陳嘉謙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温煦晴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孔聲儒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周恒暉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周慧琪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朱珈賢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何恩希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周慧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Chan Cheuk Fung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Leung Cheuk Kiu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Chiu Hoi Ying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Ying Tsz Wa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Ho Shing Yui Etha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Hui Chun Shing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Hui On Yi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Hui To Yue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黎澔陽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歐詠珊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蔣溢俊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鄧楚渝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蔣溢朗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鄧楚琳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鄭開心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戴皓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羅睿希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譚凱欣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孫芷晴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馮進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曾宥熙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陳皜軒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張融融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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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傅雅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賀桓宇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Yiu Xavier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林泳伽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李亦朗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杜政諺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李文進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何嘉隆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林偉熙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范允舜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Siu King Hin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han Chun Him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Law Ching Ho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heng Rhianna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heuk Laam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Wong Cheuk Man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yrus Leung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Li Hiu Ching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Ng Hoi Yu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Ng Lok Siu Joseph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Ngan Siu Hang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Isaac Chow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Tsoi Wing Shuen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Wong Cheuk Yiu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Wong Pui Yu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Lam Ho Shun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Chan Sze Ho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胡恩慈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Chan Chi Chung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劉佳浩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温浩斐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林晞朗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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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鄭浚鋋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葉子灝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鄭梓濼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黎沛霖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劉媛婍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盈昕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朗曦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彭建臻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張栩雅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曾奕誠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思穎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哲桓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朗晴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陳曉嵐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連焯康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曾奕豪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林彥斈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王愛一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王愛莉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石芷淇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庄芷晴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李敏頤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吳家濠 WuKa Ho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巫振滇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Chan Kin Lang Cyrus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Choi Hin Yuet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楊嘉楠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溫承晞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鄔苑晴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胡心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洪婧翹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黃渃芯 仁德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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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黃鈺婷 仁德天主教小學 

馮志翹 仁德天主教小學 

林芷儀 仁德天主教小學 

Tse Kam Ming 仁德天主教小學 

Leung Tik Sum 仁德天主教小學 

Matthew Lai 仁德天主教小學 

周芷晴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陳綺彤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Lau Yuk Ting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Lee Kit Ying, Olivia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Lau Cheuk Sze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鄭巧澄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鄭巧榆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黃芷晴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黃美善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羅展豐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鄧銘信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黃偉樂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黃翊峯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鍾嘉瑜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黃詠恩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潘倩妤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鄧敏琛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黎灝喆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羅靖藍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譚婉澄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歐陽加琳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葉樂澄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鄒卓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鄧穎霖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鄭泇睿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廖洇蕎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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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黎婉晴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趙子宏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趙鎵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賴穎心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劉子靖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繆偉軒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鍾信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劉宇瀚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譚媞娜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譚煒諾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譚穎琳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劉曦樊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柏林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軻晗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梓儒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馬俊樂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陸恩霖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頌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張松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諾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張柏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張晉菲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黃子楹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張潤淇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張諾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晞彤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愷柔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梁善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梁穎妍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梁穎怡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許笑薇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閆軍吏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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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陳立仁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旨佑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周芷欣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欣寧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尹在恩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冼卓瞳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方子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瑞瑤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丘凱嵐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諾維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周尚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田曉澄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危心頣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林栢瑩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卻元峰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芯言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珀琛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浩賢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李善希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何焯琳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周芷君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周鼎豐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吳子壕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吳文熙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林馨彤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Wong Tin Nok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Charlotte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Man Yan Ho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Wong Tin Yi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謝芷喬 天主教伍華小學 

崔鎮嵐 天主教明我幼稚園 

岑沛諭 天主教明我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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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黃頌然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尚哲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思哲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張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尹薇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邱雅妍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洪均翔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李日詩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Ng Lik Hang Xavier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Matthew Ka Shing Khoo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Ng Ching Yee Latisha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Lau Ho Chun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Hung Yau Fun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元朗分校） 

Hung Yau Po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元朗分校） 

楊梓朗 加州天地幼稚園 

譚愷盈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練曉晴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張嘉文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吳世殷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吳沅錫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Ethan Yufei Liang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Hui Yee Ching Claire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Wong Ue Yin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江希曈 北角衛理小學 

簡芷澄 民生書院小學 

Chan Ho Hei 民生書院小學 

Wu Hoi Ching 民生書院幼稚園 

黃倬樂 石湖墟公立學校 

黃楚喬 石湖墟公立學校 

古鎧炘 石湖墟公立學校 

古鎧鎣 石湖墟公立學校 

鄒永樺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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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龔文杰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孔禧儒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黃彥霖 沙田官立小學 

黃英雅 沙田官立小學 

廖思亮 沙田官立小學 

甄凱琳 沙田官立小學 

唐向汶 沙田官立小學 

張希銘 沙田官立小學 

陳霛嫕 沙田官立小學 

張倬嵐 沙田官立小學 

張梓謙 沙田官立小學 

郭芷晴 沙田官立小學 

Yip Yu Yan 沙田官立小學 

王綽琳 沙田官立小學 

Cheung Cheuk Yu Chloe 沙田官立小學 

Tsang Chin Ying 沙田官立小學 

Wong Wai Kit Marcus 沙田官立小學 

歐陽仲軒 育賢學校 

葉曉峰 育賢學校 

鄭家熙 育賢學校 

洪樂怡 育賢學校 

Kwok Man Hei 佳寶幼稚園 （建生分校） 

Kwok Pak Lun 佳寶幼稚園 （建生分校） 

黃晞喬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蘇樂謙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葉焯茵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麥愷甯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袁清宜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袁翹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張可昕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方奕林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王晞妍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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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英紫悦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李洺圻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李嘉懿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柯禕瞳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英心悅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Chan Nga Yin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Chin Lui Yeung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Ng Yi Ching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Jophia Yip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Katie Wong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吳樂韻 協康會上海總會康苗幼稚園 

徐焌傑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陳旻澤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Zachary Yuan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李晞諾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林昊燊 Lam Ho San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Mok Savi Acorn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Leung Kwan Ho Marcus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Leung Shek Yin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Li Yiu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Ron Cheng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Cyrus Yuan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Jonas Lam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Jonathan Tse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周晉賢 東華三院九龍崇德社幼兒園 

Wong Tin Jun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黃泳淇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黃美鍁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譚博文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趙一凡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趙卓鋒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劉家欣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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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關晴僖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閔雅書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馬慕涵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温子滺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柳冠宇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李亮賢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李家而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李瑞朗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何朗誠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何朗謙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李瑞晴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林卓健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凌向澄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Lee Ho Wang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Tsang Chun Wai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蔡卓恆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鄔宛凌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盧靜雅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譚栢淳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夏樂軒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區柏樂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陳凱琳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陳柏銘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郭綽瑤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文淦鈞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王浩灃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李柏翹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李東憲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何卓楠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Kwan Wai Hin Magnus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Anissa Wong 玫瑰崗幼稚園 

鍾曉揚 金巴崙長老會青草地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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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Lam Laap Zi 金巴崙長老會青草地幼稚園 

李毅鵬 青松侯寶垣小學 

張善翹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林恩樂 保良局世德小學 

蔣霆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鄧芷晴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Au Laam Bruce Haile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Lee Tsz Ching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Leung Cheuk Ka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Hung Chi Ching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蔡梓毅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房綽琪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巫麗琦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Lee Tze Ying Cherie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Chan Pak Nam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Lee Chun Hei Jadyn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Yeung Tsz Ching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Yeung Tsz Kiu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Leung Tsz Mong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黃璟旭 保良局志豪小學 

楊銘羲 保良局志豪小學 

黃立仁 保良局志豪小學 

談曉晴 保良局志豪小學 

甄梓晴 保良局志豪小學 

劉美映 保良局志豪小學 

劉澔旻 保良局志豪小學 

原詠睎 保良局志豪小學 

陳駿茗 保良局志豪小學 

高顥弘 保良局志豪小學 

曾健怡 保良局志豪小學 

曾照南 保良局志豪小學 

梁芷瑩 保良局志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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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梁梓浩 保良局志豪小學 

陳逸林 保良局志豪小學 

莫淑華 保良局志豪小學 

洪磊 保良局志豪小學 

尹暐暘 保良局志豪小學 

李沅芷 保良局志豪小學 

李凱堯 保良局志豪小學 

朱祉爾 保良局志豪小學 

朱祉澄 保良局志豪小學 

何問書 保良局志豪小學 

周伯霖 保良局志豪小學 

周泳彤 保良局志豪小學 

吳思瑩 保良局志豪小學 

洪俊吉 保良局志豪小學 

Leung Cheuk Nam 保良局志豪小學 

周泳賢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Chan Tsz Kiu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張盼霖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林晉匡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譚富美 保良局曾星如幼稚園 

Choi Ho Cheung 保良局曾星如幼稚園 

Hui Man Ho 保良局曾星如幼稚園 

吳雨瞳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莊恩琦 保良局錦泰小學 

莊恩樂 保良局錦泰小學 

Chu Ka Chun 保良局錦泰小學 

余梓泳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陸詩語 威廉(睿智)幼稚園(黃埔) 

譚祐恩 宣美幼稚園 

鄒知言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Hui Chun Yan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鄭逸晴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16 
 

 

 
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黃頌心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楊泳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蔡皓燊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劉子敏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劉子蕙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曾奕恩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翁梓桐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彭紫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陳翊寶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方若喬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王雨桓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季允婷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吳振熙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胡恩德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Ma Man Ho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Lau Tsz Sin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Lo Chun Yu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王凱俊 建生浸信會白普理幼兒園 

蔡睿桁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黎穎翹 英藝幼稚園 

林灝堯 迦南幼稚園 

李熙雯 迦南幼稚園 

Tse Wing Ka 迦南幼稚園 

Law Yeuk Nam 迦南幼稚園 

黃浩賢 迦密愛禮信小學 

黃素欣 迦密愛禮信小學 

薛宥楠 迦密愛禮信小學 

練朗僖 迦密愛禮信小學 

黃靖堯 迦密愛禮信小學 

黃漮俊 迦密愛禮信小學 

楊晞嵐 迦密愛禮信小學 

廖海盈 迦密愛禮信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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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黎梓源 迦密愛禮信小學 

鍾子怡 迦密愛禮信小學 

鍾詠珊 迦密愛禮信小學 

劉玥言 迦密愛禮信小學 

羅凎聰 迦密愛禮信小學 

劉思含 迦密愛禮信小學 

劉思靖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靜 迦密愛禮信小學 

徐梓睿 迦密愛禮信小學 

徐翊詩 迦密愛禮信小學 

徐紫晴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溢謙 迦密愛禮信小學 

麥俊騫 迦密愛禮信小學 

程彥曦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獻之 迦密愛禮信小學 

張梓悦 迦密愛禮信小學 

程熙桐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芓澄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梁希瑜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梁梓妍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梁靖庭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樂恩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諾澄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梁曦樂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梅柏翹 迦密愛禮信小學 

梅曉彤 迦密愛禮信小學 

彭彦澄 迦密愛禮信小學 

曾宇辰 迦密愛禮信小學 

曾奕堯 迦密愛禮信小學 

郭梓俊 迦密愛禮信小學 

郭鈞祐 迦密愛禮信小學 

曾熙雯 迦密愛禮信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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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郭鈞翔 迦密愛禮信小學 

程永祈 迦密愛禮信小學 

馮曉妍 迦密愛禮信小學 

陳允之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浩銘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樂忻 迦密愛禮信小學 

于皓信 迦密愛禮信小學 

林寶祺 迦密愛禮信小學 

尹芷欣 迦密愛禮信小學 

林逸軒 迦密愛禮信小學 

王希祐 迦密愛禮信小學 

胡明恩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芷悠 迦密愛禮信小學 

何卓軒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洪霆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栢賢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李梓瑜 迦密愛禮信小學 

何康澄 迦密愛禮信小學 

利珮熙 迦密愛禮信小學 

吳家瑋 迦密愛禮信小學 

吳漪檉 迦密愛禮信小學 

Ailsa 迦密愛禮信小學 

Lau Yu Ling 迦密愛禮信小學 

Tsui Chak Hang 迦密愛禮信小學 

WONG CHING LAAM 迦密愛禮信小學 

Luk Ka Hei 迦密愛禮信小學 

Cheung Tsz Yu 迦密愛禮信小學 

Chow Tsz Kwan 迦密愛禮信小學 

Chow Tsz Nam 迦密愛禮信小學 

Fok Tsz Him 迦密愛禮信小學 

Tse Wing Hei 迦密愛禮信小學 

Tsui Chak Kai 迦密愛禮信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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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Wong Ching Tung 迦密愛禮信小學 

Lai Yi Ching 迦密愛禮信小學 

Lam Chak Kwan 迦密愛禮信小學 

Li Yi Lam 香港民生幼稚園(北角) 

譚雪盈 香港保護兒童協會林護幼兒學校 

許弘毅 香港保護兒童會馬頭涌幼兒學校 

楊榮熙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何書雅 香港浸信會聯會寶田幼稚園 

Chan Sin Hei 香港浸信會聯會寶田幼稚園 

楊皓翔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曾浩浚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學校 

張承熙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王樂延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黃芷琪 香港聖公會東涌幼兒學校 

劉浩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梁梓晴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江希橋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黃煒晴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黃筠婷 根德園幼稚園 

翁悦怡 根德園幼稚園 

葉偲晴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何明恩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周梓龍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Tam Lok Ching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Tsoi Suet Ying Noelle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Wong Chun Yin Branden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Wong Pak Yui Anderson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Ivan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李主恩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李主悅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楊璦萌 浸信會培理學校 

黃歷恒 神召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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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吳嘉欣 粉嶺官立中學 

Chan Wing Tung Chloe 粉嶺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 

沈子喬 般咸道官立小學 

林恩翹 荃灣浸信會幼稚園 

嚴晞桐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 

Cheng Ngo Tin 荃灣聖母幼稚園 

黃靖凱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黃曉嵐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黎芊玥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劉子澄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鄺靖俞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高柏翹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梁正平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梁樂昕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江倬熒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余向堯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Leung Yat Him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Nicole Cheung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Cheung Tin Lai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Ngai Tsz Lok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Leung Hei Yu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Leung Yat Hei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Lai Ting Chun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Yau Wan Hei Hailey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Lan Tsun Hin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黃希霖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柏軒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暉喬 馬頭涌官立小學 

黃薇甄 馬頭涌官立小學 

蔣欣曈 馬頭涌官立小學 

曾梓瑩 馬頭涌官立小學 

許敬謙 馬頭涌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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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郭縉謙 馬頭涌官立小學 

林希玥 馬頭涌官立小學 

林頌熹 馬頭涌官立小學 

徐琝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黃柏文 啟思小學 

潘廷熙 啟思小學 

黃頌甯 啟思小學 

關浩言 啟思小學 

譚恩浩 啟思小學 

湛芯儀 啟思小學 

梁澤熙 啟思小學 

陳鍶言 啟思小學 

梁馨晴 啟思小學 

項敬軒 啟思小學 

Yu Chung Kiu 啟思小學 

李智雅 啟思小學 

王智瑩 啟思小學 

江俊琰 啟思小學 

江栩瑤 啟思小學 

林正熹 啟思小學 

吳柏朗 啟思小學 

邱恩泳 啟思小學 

Amelia Cheung 啟思小學 

Ashley Hei Yi Yung 啟思小學 

Tang Nok Yau 啟思小學 

Chan Ka Miu 啟思小學 

Cheung Hei Yin 啟思小學 

Wong Tsz Muk 啟思小學 

Clement Lee 啟思小學 

Eugenie Low 啟思小學 

Hayden Chan 啟思小學 

Lian Yu Chi 啟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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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Lily Cao 啟思小學 

Mok Tsz Yiu 啟思小學 

Sean Wong 啟思小學 

Tse Wing Yin Aria 啟思小學 

Ke Wan Xin 啟思小學 

Wong Hei Nam 啟思小學 

Wong Pak Yan Jay 啟思小學 

Yan Chi Ching Sabrina 啟思小學 

Yim Cheuk Him 啟思小學 

馮言道 啟思小學附屬幼稚園 

Tang Lok Yin 啟思小學附屬幼稚園 

劉天澤 啟思幼稚園(杏花分校) 

王卓翹 啟基學校 

Hui Chun Ying 基督教宣道會天頌幼兒學校 

Tai Ching 基督教宣道會天頌幼兒學校 

萬梓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Lau Chun Hin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Li Sheung Hei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張証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鄭寶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黃梓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鄭思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楊程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潘以晴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鄧梓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趙健鈞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劉巧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劉展睿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劉梓燁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唐沚晴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馬沛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馮哲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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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陳思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莫倩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曾凱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陳子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王思晴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林銘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李成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李嘉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吳卓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吳逸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宋梓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Wu Lok Him Hayden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Yau Wing Ka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Ho Lok Yiu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Hon Sing Ho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Wu Sum Yuet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程恩琳 基督教恩苗幼稚園 

麥昫謙 基督教寶湖宣道幼兒學校 

Yan Chi Yau Kimberley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鄧子朗 救世軍大元幼兒學校 

盧穎琪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楊一心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楊一晴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楊千微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杜心穎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林銘進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吳曦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Chan Ka Yan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Chow Tsz Fung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Chow Tsz Lin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Ku Sin Yau Ashley 救恩學校 

Chan Yu Hei Sherlock 救恩學校(幼稚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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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嚴天恩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陸俊燁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林朗曈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鄭道 深水埗官立小學 

陳曦堯 深水埗官立小學 

Chow Yan Tung 深水埗官立小學 

Chan Wing Tung 陳瑞祺（喇沙）小學 

Chow Ho Tung 陳樹渠紀念中學 

張閔晴 晶晶幼稚園 

廖晉賢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劉俊言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黃柏燊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鄭恩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黃國君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黃緯綸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黎靖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戴熙本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羅康橋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蘇雨田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靳啟賢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鄭恩灝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黎樂恆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鄺弘泰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羅琛喬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劉綽騫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陸祖橋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温棹淇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張咫聶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陸祖榮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許嘉祐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陳文澔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林子朗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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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王嘉堯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宗正浩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柳梓樂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何廷晞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李俊延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何忠瀚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李家朗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何厚賢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何樂熹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林令軒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林俊廷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林傲懿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岑易熹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岑栩生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岑栩恆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Adam Wo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Alvi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Arlend Wo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Ayden 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Brandon Kam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Cheng Ho Yin Hugo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Cheng Yu Chu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Poon Poo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Cheung Yat Hei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Wu King Ho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Yam Sung Hi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Chu Chun Lo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ee Tin Ha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eung Ka Ho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Fong Ho Sang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Hayden Poo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Hui Pak Hei Quenti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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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Hui Pak Tsun Presto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Poon Hei Yui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Poon Yui Yui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Samuel Cha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Wesley Che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Wu King Tsu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am Cheuk Hei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am Chun Lok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am Pak Ho Anso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Lau Ting Hei Hayden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林俊佑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凌尚濓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周昊駿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鄺澤盈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羅紫悦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譚鈞禧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劉澤熺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顯煬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皓耀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高晴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雅瀅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張家僖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張家僡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張燚晞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皓翔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梁哲僖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顯彤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陸恩諾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曾梓怡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黃永晴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陳希悠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李洛正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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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王洛琛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林浩鋒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王樂陶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周逸謙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何芍潼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吳旻豈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林浚邦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洪一芯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胡哲朗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Lo Ching Ho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Ng Wing Tung Danika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Yeung Wai Ching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Leung Hui Ching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Ng Wing Hei Darren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Chow Kin Fung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Chow Sum Yu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Yeung Pak Yin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Liu Pak Hei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Ho Tsz Yau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Ng Wing Hin Darius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Tang Sum Yuet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Vito Wong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Kwok Hoi Ching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Yeung Ho Ching Hazel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Leung Cheuk Lun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羅曉言 黃埔宣道小學 

葉文慧 黃埔宣道小學 

葉焯男 黃埔宣道小學 

鄒舜堯 黃埔宣道小學 

劉諾怡 黃埔宣道小學 

徐啟揚 黃埔宣道小學 

陳悅朗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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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陳沛宜 黃埔宣道小學 

陳政滐 黃埔宣道小學 

陳証時 黃埔宣道小學 

陸栩穎 黃埔宣道小學 

温天允 黃埔宣道小學 

陳柏汶 黃埔宣道小學 

張韻程 黃埔宣道小學 

梁頌悠 黃埔宣道小學 

梁睿晞 黃埔宣道小學 

曾予恩 黃埔宣道小學 

陳子善 黃埔宣道小學 

方唏童 黃埔宣道小學 

王啟杰 黃埔宣道小學 

王梓昕 黃埔宣道小學 

何卓霖 黃埔宣道小學 

何珮馨 黃埔宣道小學 

余頌謙 黃埔宣道小學 

余頌曦 黃埔宣道小學 

林欣瑜 黃埔宣道小學 

胡廷禧 黃埔宣道小學 

Ashley Wan 黃埔宣道小學 

Chan Hin Kwan 黃埔宣道小學 

Liao Lok Ching 黃埔宣道小學 

Chan Jeremy 黃埔宣道小學 

Cheung Yan Yin 黃埔宣道小學 

Chiu Kai Wai 黃埔宣道小學 

Chloe Mak 黃埔宣道小學 

Venus Luk 黃埔宣道小學 

Choi Man Ho 黃埔宣道小學 

Wong Yee Nok 黃埔宣道小學 

Chow Yat Barth 黃埔宣道小學 

Chu Chi Yan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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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Ma Chun Him 黃埔宣道小學 

Serene Ng 黃埔宣道小學 

Joshua Ho 黃埔宣道小學 

Ku Yat Shun Ashton 黃埔宣道小學 

黃栢燃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範衍赫德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梁嘉琪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林楚悠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吳泓曄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吳柱恩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Yeung Hiu Wang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Sung Lok Him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Yeung Tsz Lai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Li Wai Him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劉嘉楹 塘尾道官立小學 

Lee Tsz Ho 塘尾道官立小學 

Ricardo Chau 塘尾道官立小學 

Chan Ho Long 慈幼葉漢小學 

Leung Kwan Ki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分校) 

Choi Lok Ching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馬頭圍幼兒學園 

Fok Ho Ting Dedrick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陳雋義 聖公會仁立小學 

Wong Wai Hin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天宇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吳臻熹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Lai Pak Him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Lai Sum Kiu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麥姁妤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Chan Tin Lam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胡芷晴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朱牧言 聖公會青山村聖彼得堂幼稚園 

趙浠朗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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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張子健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Lee Pui Ying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Chan Tsz Yau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Fung Yin Tao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黃芷恩 聖公會偉倫小學 

賴天諾 聖公會偉倫小學 

鍾曉頌 聖公會偉倫小學 

蕭駿軒 聖公會偉倫小學 

墨頌祈 聖公會偉倫小學 

顧巧晴 聖公會偉倫小學 

曾學而 聖公會偉倫小學 

馮昊龍 聖公會偉倫小學 

張靖 聖公會偉倫小學 

陳予航 聖公會偉倫小學 

林晉謙 聖公會偉倫小學 

方嘉敏 聖公會偉倫小學 

王卓賢 聖公會偉倫小學 

何晨睿 聖公會偉倫小學 

吳其峰 聖公會偉倫小學 

吳其峻 聖公會偉倫小學 

侯綽瑜 聖公會偉倫小學 

Samuel Kwok 聖公會偉倫小學 

Lam Lok Zi 聖公會偉倫小學 

Kwok Sau King 聖公會基榮小學 

陳天陽 聖公會救主堂幼稚園 

楊禮孝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楊禮勤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蕭穎頤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鍾恩滴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楊凱晴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孫瑍浟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崔鎮琋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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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停課不停學  -  網上輕鬆學習」證書課程計劃 

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王樂兒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何馴平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林穎婷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Leung Tsz Ching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Chiu Sze Yu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Tse Chung Hei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Kay Yin Tung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陳穎嫙 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練䁱正 聖公會聖基道幼稚園(灣仔) 

葉翹嫣 聖公會聖基道幼稚園(灣仔) 

陳詠恩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黃焯亮 聖公會蒙恩小學 

譚祐希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溢希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穎婷 聖公會蒙恩小學 

葉巧瑜 聖公會蒙恩小學 

葉淳哲 聖公會蒙恩小學 

鄧愷翹 聖公會蒙恩小學 

劉心悠 聖公會蒙恩小學 

劉展維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陳樂恆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陳頌情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陳穎妤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子進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予晴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希嵐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芊悠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凱澄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張鑒樑 聖公會蒙恩小學 

陳頌懿 聖公會蒙恩小學 

許倩熒 聖公會蒙恩小學 

馮詠祈 聖公會蒙恩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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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李海瑤 聖公會蒙恩小學 

阮啟怡 聖公會蒙恩小學 

伍立石 聖公會蒙恩小學 

朱子悅 聖公會蒙恩小學 

朱婧恩 聖公會蒙恩小學 

李柶橤 聖公會蒙恩小學 

李逸謙 聖公會蒙恩小學 

佘俊錦 聖公會蒙恩小學 

Alexis Yang 聖公會蒙恩小學 

Amelia Yang 聖公會蒙恩小學 

Au Ka Chai 聖公會蒙恩小學 

Chan Hong Ching 聖公會蒙恩小學 

Leung Wan Lik 聖公會蒙恩小學 

Wong Sum Yuet 聖公會蒙恩小學 

Tam Sze Wing 聖公會蒙恩小學 

Kwan Yau Shun Daniel 聖公會蒙恩小學 

Wong Yik Chun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樂芯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利東) 

劉思潼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歐峻宏 聖安娜中英文幼稚園 

靳喬蒑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鄺弘禧 聖保羅堂幼稚園 

林銘康 聖馬可小學 

Lai Cheuk Ying 聖道明中英文幼稚園 

Law Man Kin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Sonia Yeung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吳子健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葉順淇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何倩蕎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Fong Wing Sang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葉祉妤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陸書雅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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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發修業證書同學名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Dorina Chan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黎梓童 漢華中學(小學部) 

黃靖悠 漢華中學(小學部) 

魏朗東 漢華中學(小學部) 

徐宪眀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馬雋軒 漢華中學(小學部) 

曾心 漢華中學(小學部) 

張愷琪 漢華中學(小學部) 

陳頌恩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馮俊森 漢華中學(小學部) 

李晉名 漢華中學(小學部) 

Li Yi Ching 漢華中學(小學部) 

Wan Yuet Hei Kaela 漢華中學(小學部) 

Ho Mang Wo 漢華中學(小學部) 

Lai Tsz Ying 漢華中學(小學部) 

柳梓敏 瑪利曼小學 

陸紫瑜 福德學校 

王芊瑩 福德學校 

胡宇衡 福德學校 

周家宜 福德學校 

TSANG TSZ CHING 福德學校 

Fok Ho Yi Chloe 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康山) 

陳孝妍 鳳溪幼稚園 

黃兆霖 鳳溪第一小學 

鄧志輝 鳳溪第一小學 

陳熙妍 鳳溪第一小學 

胡珀林 鳳溪第一小學 

周旻彩 劍鳴幼稚園 

梁頌珈 學之園幼稚園 

黃栩日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黃栩晴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高芷翹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耀良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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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菀旻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胡凱晴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吳爾朗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Wong Hiu Sum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Wong Pui Ying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Kan Long Wai Wesley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Wong Pui Hei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謝尹順 寶血會思源學校 

Kwan Yuk Ying 寶血會嘉靈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