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 別 班主任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視藝 音樂 體育 IT
1A 蔡碧卿 楊 婧 楊奕芳 蔡碧卿 蔡碧卿 楊 婧 吳雪蓮 張 爽 劉亦怡 文寶珊

1B 梁翠兒 葉楚橋 梁翠兒 施美榕 葉楚橋 吳雪蓮 梁翠兒 饒 雯 劉亦怡 文寶珊

1C 陸泳賢/黃清洪 潘和華 陸泳賢 黃清洪 尹靄怡 潘和華 黃清洪 饒 雯 劉亦怡 黃清洪

1D 何佩恩 陳家慧 何佩恩 顏妏芝 蔡碧卿 吳雪蓮 何佩恩 何月容 區鎮中 劉慧萍

1E 施輝蓉 施輝蓉 翁德芝 吳雪蓮 何月容 施輝蓉 翁德芝 何月容 區鎮中 劉慧萍

2A 劉璧娜 熊 羽 劉璧娜 張 儀 蔡曼粧 熊 羽 顏妏芝 何月容 李思豪 李文傑

2B 鄭曉棠/韋美珊 鄭曉棠 馬佩珊 韋美珊 鄭貫虹 鄭曉棠 黃清洪 韋美珊 梁錦輝 李文傑

2C 曹巧兒 張 爽 曹巧兒 黃鷺霞 余日昇 張 爽 廖惠儀 何月容 梁錦輝 黃鷺霞

2D 尹靄怡/石詩蘭 黃家茵 尹靄怡 韋美珊 石詩蘭 蔡曼粧 廖惠儀 石詩蘭 李思豪 李文傑

2E 盧家敏/楊奕芳 盧家敏 楊奕芳 吳永傑 周靜文 蔡曼粧 楊奕芳 韋美珊 李思豪 李文傑

3A 劉雅莉/胡朗兒 蔡曼粧 胡朗兒 劉慧萍 劉雅莉 蔡曼粧 陳經緯 關慧慈 劉雅莉 劉慧萍

3B 何美銀 楊 紅 何美銀 黃家茵 何美銀 楊 紅 何美銀 關慧慈 陳錦智 李文傑

3C 饒 雯/黃家茵 勞丕誼 何美瑩 黃家茵 饒 雯 蔡曼粧 吳雪蓮 饒 雯 區鎮中 李文傑

3D 劉慧萍 潘和華 陸泳賢 劉慧萍 劉慧萍 潘和華 何美銀 饒 雯 區鎮中 劉慧萍

3E 許金叶 許金叶 何美瑩 蔡碧卿 鄭貫虹 許金叶 何美銀 關慧慈 陳錦智 劉慧萍

4A 楊 紅/余日昇 楊 紅 劉璧娜 李文傑 余日昇 楊 紅 盧家敏 韋美珊 劉亦怡 文寶珊

4B 熊 羽 熊 羽 黃穎詩 黃清洪 顏妏芝 熊 羽 施美榕 饒 雯 劉雅莉 黃清洪

4C 馬佩珊/文寶珊 劉雅莉 馬佩珊 文寶珊 吳永傑 熊 羽 施美榕 饒 雯 劉雅莉 文寶珊

4D 陳錦智 石詩蘭 余日昇 陳錦智 尹靄怡 蔡曼粧 盧家敏 關慧慈 劉亦怡 黃清洪

4E 關慧慈/張 儀 王珮淇 周紫燕 張 儀 關慧慈 王珮淇 楊奕芳 關慧慈 劉雅莉 文寶珊

5A 鄭貫虹/勞丕誼 勞丕誼 梁翠兒 廖惠儀 鄭貫虹 楊 紅 盧家敏 關慧慈 李思豪 陳天呼

5B 黃鷺霞 許金叶 劉振炎 黃鷺霞 嚴雋晧 許金叶 施美榕 關慧慈 李思豪 陳天呼

5C 梁錦輝/張 爽 張 爽 曹巧兒 梁錦輝 梁錦輝 張 爽 陳經緯 關慧慈 梁錦輝 陳天呼

5D 歐陽月玲/楊 婧 楊 婧 歐陽月玲 李文傑 李思豪 楊 婧 盧家敏 韋美珊 梁錦輝 陳天呼

5E 陳天呼/李思豪 陳天呼 歐陽月玲 張 儀 李思豪 楊 紅 陳經緯 韋美珊 李思豪 陳天呼

6A 王珮淇/劉振炎 王珮淇 胡朗兒 黃鷺霞 劉振炎 王珮淇 陳經緯 石詩蘭 梁錦輝 劉振炎

6B 劉亦怡/周紫燕 劉亦怡 周紫燕 陳錦智 饒 雯 蔡曼粧 陳經緯 石詩蘭 陳錦智 李文傑

6C 區鎮中 施輝蓉 何佩恩 區鎮中 區鎮中 施輝蓉 盧家敏 石詩蘭 區鎮中 李文傑

6D 陳家慧 陳家慧 黃穎詩 陳天呼 劉振炎 蔡曼粧 盧家敏 石詩蘭 陳錦智 劉振炎

6E 翁德芝 鄭曉棠 翁德芝 文寶珊 鄭貫虹 鄭曉棠 施美榕 關慧慈 陳錦智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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