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長

Team leader

J01 ◎ 澳門粵華中學 岑志濠 孫梓豪 歐陽嘉熙 黃彥祐 劉健朗

J02 ◎ 澳門粵華中學 柯艷雅 岑宇軒 周天朗 黃耀謙 鄧子沖

J03 ◎ 教業中學 何軍恒 梁子政 石書煜 許凱濤 詹嘉琪

J04 ◎ 培道中學 蘇俊昇 謝玉婷 周亭麗 許家豪 鄭樂怡 林綺珊

J05 ◎ 澳門浸信中學 李麗媛 楊玄濤 黃泳茵 鄭瑜 雷綺婷

J06 ◎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林葆健 鄭傲軒 顏成志 蘇澤棠 馮晞鉻

J07 ◎ 澳門海星中學 羅惠娟 麥智挺 梁兆年 袁梓軒 李諾 林潔瑩

J08 ◎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黎子琦 榮培倫 張浩東 許詠琛 郭子龍 關敬鵬

J09 ◎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李麗嫺 蘇世通 劉健泓 廖俊傑

J10 ◎ 澳門三育中學 蘇偉基 周臻盈 李俊霆 何宇謙

J11 ◎ 澳門培正中學 周慧心 趙穎詩 邱紫晴 朱嘉穎

組長

Team leader

S01 ◎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謝建勛 黃文敏 周凱琪 李淳菫 郭煒琪

S02 ◎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謝建勛 梁翱旻 黃卓婷 鄧安琪 何小凡

S03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謝建勛 張禮成 李樂堯 勞梓穎 林文俊 麥敏儀

S04 ◎ 粵華中學中文部 柯艷雅 梁學銘 範華俊 譚東潭 何正仁

S05 ◎ 粵華中學 梁漢邦 劉子謙

S06 ◎ 東南學校 趙堅明 陳柏霖 廖軒逸 黃仕元 陳鎮源 麥子垣

S07 ◎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林葆健 黎海韻 石浩天 羅順景 翁心怡 劉泳怡

S08 ◎ 教業中學 郭元軍 梁嘉俊 陸傑偉 李浩權 馮曉瑩 梁顥藍

S09 ◎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Paulo Sérgio

Batista Sol

Sarah Ruas Dias

Soares

Ana

Sabugueiro

Wong

Ying Yu

Diogo

Marques

S10 ◎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Paulo Sérgio

Batista Sol

Pedro Correia  Inácio

Basto da Silva

Franscisca

Menano

Maria

Valadares
José V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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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Team leader

S11 ◎ 澳門浸信中學 陳秀蕙 甄瑞雅 鄭詠欣 黃婉琪 鄺嘉怡 雷曉晴

S12 ◎ 澳門浸信中學 李威成 李梓銘 李馨 洪敏坊 麥耀漢 梁華京

S13 ◎ 培道中學 陳健梅 梁雯婷 張家琪 李昊陽 楊晴 黎嘉穎

S14 ◎ 澳門海星中學 莫卓文 張丹丹 林曉婷 高家琪 何曉琳 伍嘉怡

S15 ◎ 澳門海星中學 陳浩東 曹嘉雯 老嘉豪 高葦琪 潘志明 任俊吟

S16 澳門海星中學 文瑞芳 關昊嵐  盧倩忻 張凱晴  倪鎧男 黃歷雄

S17 ◎ 氹仔坊眾學校 鄺國良 侯方駿 曾華恩 許欣怡 聶子淇

S18 ◎ 氹仔坊眾學校 李志發 何家豪 卓錦輝 何雅琳 陳嘉琳 賴穎彤

S19 氹仔坊眾學校 李志發 區學文 劉玟廷 譚嘉傑 何培儀 黃曉彤

S20 ◎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English Section)

歐健朗 陳梓桐 趙梓晴 吳芷桐 林泳君

S21 ◎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English Section)

歐健朗 朱梓逞 區愷恩 洪萍欣

S22 ◎ 濠江中學 霍志達 陸櫻 佘驊 於千桐 周彥忻 梁曉妃

S23 ◎ 濠江中學 霍志達 周家儀 鄭穎妮 王裕瑉

S24 ◎ 聖保祿學校 呂斌 陳偉健 林創 陳浩喆 郭倩儀 歐陽天

S25 ◎ 聖保祿學校 李慧華 蕭浩文 黃淩宇 周迎樂 陳詠希 何天浩

S26 聖保祿學校 呂斌 陳煒林 龔毅 霍文熙 吳錦浩 施銘澤

S27 聖保祿學校 林嘉明 黃嘉俊 李慧 劉嘉濠

S28 ◎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林小麗 吳志豪 梁靖琳 鄭子權 馮嘉晴

S29 ◎ 新華學校 黎楊 梁文俊 蔡國輝 周美伶 盧婉雯

S30 ◎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翁嘉琦 林芷儀 何綽妍 卓靖儀 黃曦鐳 馮曉琳

S31 ◎ 澳門培正中學 周慧心 賴穎妍 鄭智泓 林呈鎂 梁肇鈞 林籽然

S32 ◎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李漢騏 黃榕坤 陳塱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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