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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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st March, 2023 (Tuesday) 

2:30 p.m. 

陳倩炘 周晨基 張芷茹 程震文 方尚政 傅恩欣 

何芍萱 何璟熙 康嘉家 高愷琪 劉忠彥 劉驍柔 

潘晞嵐 黃婧童 黃藴蕎 楊詩彤 陳伶月 陳愷澄 

陳穎朗 陳玥攸 趙卓妍 鄒凱 鍾晴 何佩欣 

許敏烯 林沁錡 林詠賢 梁琬茜 凌尚濓 盧柏希 

雷振朗 潘皓揚 譚安晴 王綽濤 黃柏衡 王柏翹 

易朗喬 袁靖雯 阮雅晴 郭瑋翹 林上暄 李芷淇 

呂少影 龐銘炎 曾柏熹 韋樂薏 文振楷 黃可晴 

黃施哲      

 

3:00 p.m. 

周家樂 陳元哲 馮政皓 哈廷諺 關瑋樂 李唯信 

麥彥臻 蘇希蓓 鄧滈鋒 鄧滈萳 黃政譽 邱紀堯 

朱珈澄 朱家鏮 段知林 杭婭楠 林柏希 劉馨晴 

劉泳醄 陸雅冰 羅嘉欣 丘雅心 葉淳熙 蔡雅同 

蔡雅如 李澄恩 王俊懿 陳卓樂 陳芷喬 鄭添耀 

趙鈞達 朱華溢 何凱澄 姜綽柔 林崇哲 劉安琪 

欒天樂 莫殷潼 吳捷旋 吳嘉唯 孫宇辰 謝穎晴 

黃心妍 楊賀竣 姚天榆 余俊霆 ZARA KHAN 蒲琬純 

謝文熙 朱卓盈 羅慧琳 李澤政   

      

      



 

3:30 p.m. 

陳芊如 陳銚浠 陳梓滔 陳子滔 陳暐承 陳恩晞 

鄭貝兒 鄭善妍 張盛智 張恩諾 張恩庭 張恩瑜 

鍾卓凝 鍾甯旭 傅天樂 何旨桁 禤緻晴 鄺允祈 

賴依霖 劉展維 李可悅 李承羲 梁焯彥 李頌恩 

李頌怡 李明軒 李寶琪 麥梓希 文浠潼 吳傲峯 

吳尚哲 蕭芷晴 蘇孝傑 司徒妍哲 陶賞晴 曾晞婷 

曾梓螢 徐梓童 王康璞 韋榮熙 黃卓翹 王晞桐 

王馨平 黃浩銘 黃安然 王倩童 黃心悅 王煒楹 

黃意晴 丘紫萱 楊晞童 楊溢 袁詩嵐 祖佳桐 

 
 

4:00 p.m. 

陳樂言 鄭以朗 鄭敬天 莊芷軒 周芷宏 鍾佩晴 

何永晴 禤心瑤 林頌迦 劉琰彬 李沁鎂 梁銘恩 

蘇筱津 鄧晞嵐 葉樂呈 陳駿耀 陳穎曈 鄭立翹 

陳芝洹 林智鋒 李詩語 蘇穎恩 尹海晴 馮樂瑤 

何鈺冰 蔣嘉麒 馮傑倫 黃苡雯 楊曉彤 陳朗謙 

陳逸彤 陳翠妍 羅梓搖 王銘曦 趙廷軒 江蕎 

林楚兒 蕭姵淇 孫愛倫 王維 蔡臻熙 金汝謙 

沈霈祺 鄧耀浚 張妍月 林天恩 劉柏霖 黃梓媃 

吳承叡 徐煜城     

      

 
 

4:30 p.m. 

胡雅雯 姜銚浠 梁憫祈 林鑫 高柏翹 湯曉侗 

洪懿德 區寶妮 陳巧妍 陳俙頤 陳肇天 陳天恩 

陳溢朗 蔡翹 周純 周海喬 朱樂兒 何承霖 

林浩峰 李栢熙 梁皓堯 梁栩晴 梁晉碩 梁穎芊 

李欣桐 龍樂晞 蕭子邦 黃啟晉 黃樂婷 楊文煒 

陳智豪 周芷欣 李睿哲 梁穎怡 周沛樂 林卓恩 

李祉傑 王康延 黃宇駿 陳宥維 譚洛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