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公開父子 (45隊)

編號 父親姓名(中) 兒子姓名(中)

1 何民聲 何子正
2 黃慶祥 黃天欣

3 陳樹亮 陳梓滔
4 韓耀 韓浩東
5 許詠輝 許逸峰
6 蔡培育 蔡英賢

7 趙振煒 趙朗清
8 覃武筆 覃正岩
9 施偉強 施皓丰
10 李樹恒 李秉諺
11 黃錦福 黃毅澤
12 鄭華平 鄭崢晞
13 駱偉鴻 駱鉦澔
14 曾國雄 曾浚銘
15 王應秋 王子建

16 夏兆輝 夏迪晞

17 許清安 許嘉諾
18 潘廣業 潘俊謙
19 李志倫 李明軒
20 王世雄 王國陞

21 黃志明 黃駿霆

22 龐松齡 龐立仁
23 陳培安 陳嘉濠
24 雷志深 雷梓穎
25 趙識華 趙朗峰

26 陸志賢 陸兆林
27 傅玉達 傅仲恆

28 蔡耀明 蔡浚銘

29 劉偉澤 劉善熹
30 袁仲威 袁展程

31 邱武文 邱鼎善

32 吳介斯 吳梓諾
33 朱國強 朱梓駿

34 何潤超 何文偉
35 劉少祥 劉家騫

36 溫超強 溫子澄
37 何志權 何柏熹
38 周照平 周栢曦
39 陳生 陳晞朗
40 江家恒 江博熙

41 葉國雄 葉嘉健
42 莊根富 莊俊軒

43 廖國基 廖軒佑
44 蔡月維 蔡君浩
45 梁錦明 梁彥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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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開父女 (22隊)

編號 父親姓名(中) 女兒姓名(中)

1 余國強 余芷瑩

2 何民聲 何子澄

3 林恥江 林雪盈

4 黃健源 黃妤軒
5 梁冠銳 梁詩蓓

6 李健輝 李曉晴
7 藍巍 藍千喜
8 鄔明素 鄔凱晴

9 江軍 江澤晴
10 關瑞祥 關卓瑩
11 鄭浩龍 鄭凱喬
12 黎家興 黎潁珩

13 何健聰 何心瑩

14 方俊雄 方羽千
15 黃培榮 黃姻慈
16 雷志深 雷曉縈
17 蘇志宏 蘇恬生

18 何偉業 何蘊悅

19 吳介斯 吳芷澄

20 杜家驊 杜上兒
21 麥永漢 麥曉欣
22 陳上洪 陳希媛

2017年12月8日上載



[C] 公開母子 (18隊)

編號 母親姓名(中) 兒子姓名(中)

1 梁麗莹 吳澤銘

2 陳美寶 徐浩峰
3 劉欣欣 趙朗清
4 陳佩芬 張家豪
5 劉士心 潘俊謙
6 孔淑霞 譚樹申
7 梁冬英 康仲歡

8 劉淑嫦 龐立勤
9 高雅儀 李明軒
10 李淑儀 雷梓穎
11 黃文麗 趙頌銘
12 陳玉珍 鄺俊曈
13 孫素萍 陳弘基

14 麥幗儀 劉善熹

15 邱玉琴 吳梓諾
16 鍾霞 劉俊希

17 鍾玉萍 周栢曦
18 陳鈺汶 莊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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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開母女 (12隊)

編號 母親姓名(中) 女兒姓名(中)
1 陳綺玲 張美琪

2 詹楚香 周樂兒
3 鄧子敏 江澤晴
4 李敏儀 鄭凱喬
5 陳婉常 韋芷晴
6 李淑儀 雷曉縈
7 謝綉蘭 俞曉琦

8 邱玉琴 吳芷澄

9 胡懿坤 劉泳嵐

10 鄧珮恩 杜上兒
11 陳小夢 羅凱琳
12 謝暖清 談善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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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父親姓名(中) 兒子姓名(中)
1 衞仲文 衞卓言

2 陳暉 陳穎熙
3 謝國華 謝海東

4 楊永文 楊樂謙
5 余少良 余逸熙

6 黃天欣 黃梓朗

7 陳樹亮 陳丞希
8 林紹昌 林靖曦

9 余振東 余鍵浠
10 吳志君 吳爾生
11 姜連 姜亯成
12 韓矗 韓道勤

13 莊建華 莊卓熙
14 杜誦康 杜智軒
15 郭颷 郭臻

16 黃勁松 黃珀羲
17 黃可邦 黃天灝
18 梁錦添 梁穎晉
19 葉偉鴻 葉澔謙
20 杜燦魁 杜卓朗
21 吳志君 吳希晨
22 TIUNG CHEE LENG 張益綸
23 黃錦福 黃毅曄
24 蔡健輝 蔡昇祐
25 梁韋利 梁柏揚

26 黎偉源 黎正滔
27 張天豪 張愷文
28 郭廸偉 郭溢朗
29 陳漢柱 陳言俊

30 許廣新 許諾
31 黃旭輝 黃文浩
32 韋祺 韋梓雋
33 王應秋 王子成
34 邱俊麒 邱楚雄
35 楊泰林 楊傑凱
36 江常永 江冠璁
37 WONG HENRY TOA HEN 黃光力
38 鄒偉生 鄒匡弘
39 周海傑 周柏淳
40 王志遠 王毅瑜
41 楊坑 楊皓程
42 黃崢嶸 黃洛津
43 翁家保 翁璟滔

44 何健聰 何宇軒
45 蕭榮申 蕭孝承
46 陳勁中 陳浩
47 李志倫 李明軒
48 王耀華 王銘希
49 王志強 王力弦
50 甘子彬 甘軒豪
51 方志偉 方柏喬

52 王世雄 王國晉

53 魏文輝 魏弘力

54 黃家麟 黃樂然

[E] 初級父子 (83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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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父親姓名(中) 兒子姓名(中)

[E] 初級父子 (83隊)

55 林偉業 林睿哲
56 梁亞根 梁翹峰
57 鄭偉敬 鄭子灝
58 蘇志宏 蘇悦生
59 何耀泰 何遨山
60 饒汝順 饒子康
61 周有齡 周柏諺
62 陳國忠 陳健朗
63 楊俊華 楊子安
64 羅錦輝 羅浩軒
65 周英傑 周浩鑨
66 劉健雄 劉子樂

67 邱武文 邱鼎昀

68 邱永康 邱傲楠
69 廖偉文 廖宏亯
70 黃奕亭 黃嘉皓
71 許建華 許尚賢

72 陳永基 陳瑋翹

73 劉少祥 劉彥豐
74 李紹基 李子昊

75 黃仲鈁 黃子聰
76 洪顯駿 洪政韜
77 陳展昌 陳浚希
78 劉偉彪 劉柏然
79 施超彥 施澤培

80 張家駿 張逸朗
81 應義峻 應勤浩

82 楊仲生 楊歷行
83 陳展昌 陳俊廷

2017年12月8日上載



編號 父親姓名(中) 女兒姓名(中)

1 方明生 方梓茵

2 梁兆廣 梁雅彥

3 李仲平 李凱琳

4 周勇強 周卓怡

5 YANAMUTHU GILBERT JOSEPH YANAMUTHU EVANGELINE GILBERT JOSEPH

6 楊文龍 楊紫琪

7 歐陽文釗 歐陽芷雅
8 譚聲亮 譚澄

9 盧觀勝 盧舒庭

10 黃健源 黃妤輊
11 郭颷 郭暄
12 宋宜駿 宋映萱
13 鄭基禮 鄭樂兒
14 蔡培育 蔡靜賢
15 蔡振威 蔡雪嵐
16 駱國輝 駱楚瑩
17 鄭華平 鄭崢頎
18 江軍 江澤瑤
19 劉毅德 劉蓁恩

20 凌子雁 凌洛晞
21 梁少文 梁依祈

22 郭廸偉 郭茵羚

23 呂劍雄 呂彤彤
24 張日強 張恩倩
25 戚鈞 戚詠霖
26 鄒庭思 鄒尹晴
27 葉俊傑 葉心橋
28 黃家麟 黃樂兒
29 王昌偉 王凱由

30 連鎮豪 連栩誼
31 葉美順 葉凱翹
32 戴志鵬 戴卓穎
33 羅文山 羅婕丹

34 廖偉文 廖愷喬
35 杜家驊 杜上言
36 李紹基 李子旻
37 洪顯駿 洪可昕
38 關祖輝 關幸旻
39 陳光耀 陳咏賢
40 黃偉民 黃子瑄
41 何國偉 何芓樂
42 張顯揚 張睿程

43 尹旭明 尹天穎
44 莊根富 莊皓怡

45 梁振幫 梁恩喬

[F] 初級父女 (45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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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母親姓名(中) 兒子姓名(中)

1 梁麗卿 楊樂謙
2 伍彩麗 余逸韜
3 陳張潔 黃梓朗
4 鄧惠蓮 陳丞希
5 蔡婉清 吳爾生

6 王艷 姜亯成
7 潘潔玲 梁穎晉
8 麥嘉琪 杜卓朗
9 伍文賢 鄒愷鋒

10 陳婉華 韋梓雋
11 關曉彤 張樂然
12 羅芳婷 區葦謙
13 方秀瑩 周悅中
14 謝雪芳 莫君儒

15 陳素婷 關淳中
16 袁美明 何承澤
17 高雅儀 李明佑

18 朱政藝 魏弘力
19 唐海艷 黃樂然
20 袁詠詩 葉宏晉

21 李宛錚 邱宏一

22 林天嬌 周柏諺
23 彭慧 蘇哲侖

24 莊惠妮 廖宏亯
25 祝凱儀 陳瑋行
26 文笑梅 黃子聰

27 楊婉琪 洪政韜
28 張海云 楊浩雲
29 李冬梅 林以湛
30 陳淑華 李恩皓
31 吳婉柔 楊歷行
32 鄭芷清 王銘希
33 倪向芸 梁家盛

[G] 初級母子 (33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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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母親姓名(中) 女兒姓名(中)

1 吳婉玲 梁雅彥

2 謝麗儀 李凱琳
3 林順賢 蔡詠晴

4 陳郭泳 陳旨喬
5 王雅詩 胡卓迦
6 鄧子敏 江澤瑤
7 陳鳳儀 梁依祈
8 楊美麗 李紫欣
9 王少娟 曾晴忻

10 朱政藝 魏莉娜
11 李詠儀 張紫翔

12 劉嘉敏 葉向晴

13 莊惠妮 廖愷喬

14 鄭美蓮 馬恩悕
15 鄧珮恩 杜上言
16 陳小夢 羅美行

17 楊婉琪 洪可昕
18 張嘉瑗 彭瑛瑜
19 李慧燕 張睿程
20 鄭芷清 王紫瑤
21 陳鈺汶 莊皓怡

[H] 初級母女 (21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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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兄)中文姓名 (弟)中文姓名 (姊)中文姓名 (妹)中文姓名
1 衞卓言 衞卓鋒

2 何子正 何子澄
3 張天傲 張卓嵐
4 馬穎柔 馬穎童
5 李儁希 李儁諾
6 余逸韜 余逸熙

7 盧朗庭 盧舒庭

8 黃妤軒 黃妤輊

9 陳逸謙 陳雅菲
10 蔡英賢 蔡靜賢
11 梁穎晉 梁穎端  
12 藍卓琳 藍卓妍

13 陳昌軒 陳旨喬

14 李栢朗 李曉晴

15 尹卓勇 尹卓泰
16 黃毅澤 黃毅曄
17 鄭崢晞 鄭崢頎
18 湯堅亯 湯凱祈
19 葉君陶 葉殷陶
20 江澤晴 江澤瑤
21 邱碩涵 邱碩雄

22 韋梓雋 韋芷晴

23 莫君逸 莫君儒

24 何宇軒 何心瑩

25 王國晉 王國陞
26 陳浚希 陳浚廷
27 楊展翹 吳景哲
28 何均澤 何宗澤
29 魏弘力 魏子然

30 王穎霖 王伊霖
31 連栩誼 連栩浧
32 蘇悦生 蘇恬生
33 陳弘基 陳弘光

34 邱鼎善 邱鼎旳

35 吳梓諾 吳芷澄
36 杜上兒 杜上言
37 劉家騫 劉彥豐
38 袁浩騫 袁浩畯
39 廖映珽 廖洛媱
40 潘子傲 潘子綽
41 陳諾恩 陳希媛
42 譚至熙 譚微靜
43 梁彥驄 梁彥雋

[J] 兄弟姊妹 (43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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