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子臻 8 申家怡 15 劉芷君

2 陳以情 9 池靖翹 16 謝優加

3 陳韵芝 10 何笑薇 17 鍾柔一

4 黃星羽 11 吳卓縈 18 鍾愷晴

5 黃詩淇 12 吳嘉瑩 19 譚子泳

6 黃嫣 13 唐瑋瑩 20 譚凱霖

7 甄紀然 14 劉子渝

1 何鎧溵 12 陳綽淳 23 姚康晴

2 李悅欣 13 麥凱晴 24 柯慧翹

3 李富甜 14 馮鉦婷 25 張天晴

4 林佳怡 15 廖嘉怡 26 張心悅

5 徐心 16 蕭苑澄 27 張筠心

6 張心言 17 謝嘉寶 28 陳心睿

7

張庭綝

18 蘇聿晴 29 陳恩陶

8 張淽桐 19 伍曉澄 30

談曉穎

9 陳泳熹 20 何穎斯 31 魏雙瑩

10 陳玥伶 21 林欣彤

11 陳思諾 22

林栩樂

1 何鎧溵 7

張庭綝

13 麥凱晴

2 李悅欣 8 張淽桐 14 馮鉦婷

3 李富甜 9 陳泳熹 15 廖嘉怡

4 林佳怡 10 陳玥伶 16 蕭苑澄

5 徐心 11 陳思諾 17 謝嘉寶

6 張心言 12 陳綽淳 18 蘇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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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2504 8233與本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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