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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 1 Faith 
陳芊語 張偉樂 胡曉澄 林酌萱 李凱藍 LUNA MATEO ELADIO ANGELES 馬子喬 伍裔軒 黃熙桐 任思永 

一望 1 Hope 
陳亮當 錢亦芯 古心耀 LAWRENCE KAIA VICTORIA 梁琛喬 馬埈霆 文芯妍 譚靜蕎 

一愛 1 Love 
歐陽卓 鮑玉菲 昌梓蓓 張凱欣 張雅晴 張煒晨 池姁俐 蔡曉恩 朱泓宇 EAGLE JASMINE JUSTINE LANE 馮樂民 何俊樂  

郭柏麟 麥珈琳 潘仲謙 VALERIO SAMANTHA LEANNA PACLIBAR 魏晨恆 黃卓彥 

一德 1 Morality 
陳康臣 陳栢謙 許芊語 羅研心 梁喬焮 石子康 冼芷滺 王修慧 嚴俙宇 周梓弘  

一仁 1 Charity 
陳諾攸 張雅妍 GOCOTANO AIRA MAGGIE SAN JUAN 木下祐希 黎學謙 劉澔禧 劉諾禧 梁瑜珊 鄧晞宜 黃天頤 

二信 2 Faith 
李沁芯  梁展銘 吳家園  万隽伊  黃嘉俊  黃皓兒  蘇耀希 湯雲峰 

二望 2 Hope 
CHAN CHI MING GABRIEL GO 昌梓翹  周雨詩  梁樂林  李家毅  蘇駿熹  黃可欣   

二愛 2 Love 
陳子曈  陳俙彤  張浩賢  馮梓軒  黎海晴  MIN JEAN EU 司宛可  譚嘉敏  鄧懿  王天朗  吳沐陽  

二德 2 Morality 
陳靖朗  陳杰飛  單儀  王胤葶  趙遜哲  

二仁 2 Charity 
卓廣賢  陳曉霖  羅振瑋  倪翊瑋  楊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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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 3 Faith 
陳樂瑩 鄒詠妍 郭子滔 劉浠雅 梁浠曈 曾迪安  

三望 3 Hope 
陳穎熹 HAYAT AZALEA AZZAHRA 林靜 李文謙 KOOLE VERENA 宮本翔 王浩㼆 周立沭 

三愛 3 Love 
陳均昊 陳子淳 馮靖雅 池田櫻 吳青蔚 蘇倩婷 曾柏興 周柏恩 

三德 3 Morality 
陳子曦 黃梓甄 郭柏言 林筠童 林逸朗 李效恆 吳子頌 冼富康  

三仁 3 Charity 
鄭皓軒 鄧果暘 李柏樂 李定軒 黃愛曦 楊婼嵐 

四信 4 Faith 
李景行 梁樂恩 沈芷晴 杜淳基 黃柏然 黃翊桐 余柏霖 

四望 4 Hope 
陳政匡 陳睿曈 李泳茵 LIM JAE WON  鄭海林 余燕 

四愛 4 Love 
馮樂軒 KING EMILY 賴柏延 李晉豐 龍子淇 白俊希 潘芷晴 VALERIO SOFIA ANGELA  黃晞桐 

四德 4 Morality 
陳天宥 張軼威 姜卓狄 黎芷君 林焯瞳 劉惠琳 謝卓瑤 

四仁 4 Charity 
陳寳翹 張紫晴 朱殷希 董瑋霖 郭曼芝 郭思雋 林竟琛 梁雅善 李梓恩 林玥彤 吳頌晞 吳柏然 曾保雯 嚴洭婷 張子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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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 5 Faith 
陳玄匡 鄭誠謙  蔡子軒  鄧果涵 樊凱莉 FERNANDEZ LESLY 許添信  HENSON JULIAN LORENZO ROSALES 邱子珊  

五望 5 Hope 
張曉穎 莊映儀 KHAN MALIKA REHMAN 馬羽芹 唐樂兒 黃進希 游振軒 周鈺皓  

五愛 5 Love 
CAOLE ISAAC FRANCO HERMOSA  陳欣涵 蔡匡培 方志誠 李家旻 黃馨瑜 游劉渟 

五德 5 Morality 
陳昭延 陳健峯 陳銥晴 李伶芯 馬樂延 顏嘉慧  

五仁 5 Charity 
陳鐫仁 廖佳然  顏甄  喬帥誠  丘筱悠  

六信 6 Faith 
吳紫晴 山內陽斗 張子平 

六望 6 Hope 
陳天樂 張芯瑜 張瑋健 鍾浩恩 唐樂瑤 王稀  

六愛 6 Love 
陳禹帆 趙子泳 朱頌華 黎慧欣 林凱培 李沁穎 梁麗娜 梁靖瑤 林逸金 韋淳朗 MERCADO SOPHIA MARIE C 顏小寶 彭樂天 

RIGOR JANNEA AISLINN NATALIO 蘇以晴 田浩 黃諾然 姚君麗 

六德 6 Morality 
CERVANTES ERIKA DANIELLA PAREDES 陳玉衡 鄭珮珺 張凌芹 張善瑜 周若楠 池姁彤 馮祖泰 何博森 許穎瑤 梁家盈  

李智泓 MERCADO ALLYSON JEANNE C 謝梓軒 李曦藍 黃浩霖 

六仁 6 Charity 
陳宇晞 張詠鈞 莫比兒 賴英男 林家晴 呂芯怡 黃諾瑤 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