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istian Alliance S C Chan Memorial College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Secondary One Discretionary Places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2023/24 

<List of Interviewees> 面試名單 

 

Please bring your ID Card or Student Card or Student Handbook (with student photo) with you and report to 

the registration counter 20 minutes before the scheduled time. 

請攜同身份証或學生証或附有學生相片之學生手冊在預定時間前二十分鐘到達。 

※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General Office Ms Lai at 2459 1166.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459 1166與校務處賴小姐聯絡。 
 

20th March, 2023 (Monday) 

2:30 p.m. 

陳卓行 陳國彥 陳柏陶 陳賞僖 陳芯悠 陳思諾 

鄭嘉琳 張景博 鍾穎欣 甘妙果 許海莉 葉芯穎 

梁承希 林梓彤 劉昊晗 羅婧希 雷子深 莫琛渝 

潘琬喬 譚昊朗 鄧綺雯 王鴻濤 黃心凝 胡琋嵐 

鄭皓月 周佳欣 陳中庭 陳皓賢 張嘉恩 鍾蕊琳 

葉珈希 黎愷賢 林柏藍 林煒珈 劉綺玲 鄧媄華 

黃樂軒 陳逸桐 陳昱蓤 張璟禧 馮綽堯 李沁怡 

呂澄 梅皓如 潘卓瑩 冼思賢 譚卓然 黃焯琳 

姚樂謙 阮頌軒     

 

3:00 p.m. 

陳惠如 周卓彤 方競新 許健璋 林欣婷 李羽軒 

梁愉安 李雨澤 陸凱兒 李天宇 吳勝宇 吳小小 

伍詠謙 譚紀晴 葉凱澄 趙家蔚 布翹 陳穎橦 

郭明宙 賴柏澄 黎珀瑋 李迦南 梁樂瑤 林澄鎧 

吳宇晴 蔡雯慧 黃竣烯 吳娛微 姚維星 楊惠婷 

張可馨 陳浩信 鄧蒨琪 胡思源 黃卓琳 鄺浠媮 

林卓謙 林巧澄 劉謹豪 雷佳瑤 吳曉晴 譚奷攸 

謝浩哲 温詠童 黃曉彤 黃樂童 黃睿翹 嚴靖雯 

楊舒媛 姚裕琛     

      

      



 

3:30 p.m. 

劉巧蕎 羅梓瑜 馬偉壹 潘智聰 衞凱琪 余綽瑤 

余啓諾 陳樂懿 何諾琳 郭展祐 劉駿廷 梁恩陶 

鄧瑋漮 陶可僑 曾曉諭 黃臻雅 黃頌淇 徐子涵 

張敬知 鄭澤堯 黃悠悠 林紫彤 劉均炫 李亮妍 

梁嘉晴 曾凱晴 董芸慧 鍾卓男 鍾曉揚 何俊軒 

許穎琳 黎可茵 梁熙妍 李晉暠 劉心妍 文景灝 

文朗榳 黃期蔚 黃晟騫 楊婕由 柯泳妃 黎卓殷 

黎家希 林芷儀 劉旖桐 廖禹蕎 羅霈楒 黃奕萱 

徐哲言 張欣怡     

 
 

4:00 p.m. 

楊斯咏 劉馤甄 黃政嘉 陳子祺 郭宏睿 潘思妍 

鄭珮琪 黃芷瑤 鄒晴 陳靖灆 張芷睿 周卓瑤 

霍天朗 李諾浠 李紫晴 曾梓童 曾沅圯 余可悅 

賴卓藍 薛紫萱 翁雪芬 陳凱喬 趙芯怡 鍾卓琳 

高樂澄 梁家昌 麥沚洳 吳梓濠 蕭芷彤 鄧芷晴 

葉婉瑤 歐陽柏文 陳采悠 陳忠煒 陳曉雯  陳芷悠 

陳雨婷 張紫悦 江思慧 林澄芯 林澄昕 劉樂瑩 

李柏嶠 羅鐵樑 顏樂怡 薛天俞 黃柏然 王梓澧 

楊詩媛 葉曉逸     

      

 
 

4:30 p.m. 

陳譽嶺 陳子晴 池卓霖 張希瑜 張瑾朗 朱穎詩 

霍炫灝 何思朗 賴若蘅 劉子珊 李芷瑤 李潁酋 

李宥男 李巧澄 李銚浠 廖天禮 吳雪童 譚沛瑩 

鄧靖 鄧少傑 黃靖瑤 黃皓朗 黃禮康 王梓蕎 

黃詠雅 楊諾萱 袁康桐 翁彥朗 張坊德 張坊明 

李欣翹 鄭嘉懿 JENISHA GANDHI 洪芷嵐 譚湘湘 關巧貽 

王子豪 陳孜芷 何靖怡 黃鈺婷 駱明浩 李家宇 

林正權 吳雨菲 梁恒菲 張瑞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