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參加「職業探索活動」   告編號：sfs1819060/ywy 

 貴子弟       «學生姓名»   《F. «班別»   ( «學號»  )》將於 11 月 22 日（星期四），參加其

他學習經歷日之活動。根據學生較早前填寫的意願優次，本校安排貴子弟參與以下「」項

的活動，詳情如下： 
本校 
安排 

機構名稱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解散時間及地點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

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下午 12:45 學校有蓋操場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下午 12:15 學校有蓋操場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下午 5:15 學校有蓋操場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

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下午 5:40 學校有蓋操場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上午 11:30 荃灣荃景圍港

安醫院自行解散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上午 11:00 荃灣蕙荃路救

護站自行解散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認識行業的發展及實習調製無酒精雞尾酒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下午 5:30 學校有蓋操場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下午 1:00 活動後自行解散

 
注意事項： 

 (1) 是次活動，同學必須出席 (4) 所有費用全免  
 (2) 同學必須準時到達集合地點 (5) 出席活動時，同學必須聽從在場  
 (3)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 工作人員及老師指示 

 
此致 

各家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 
「職業探索活動」回條  通告編號：sfs1819060/ywy 

敬覆者： 
 

本人知悉並同意  敝子弟參加「職業探索活動」，並會敦促他準時出席及遵守各注意事

項。 
 

    此覆 

荃灣聖芳濟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只作是次活動之用) 

ST.FRANCIS XAVIER’S SCHOOL, TSUEN WAN 
60 – 64 Ham Tin Street 

Tel: 2492 0226 
Fax: 2614 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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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觀地點
集合
時間

集合
地點

5A 1 陳壕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2 陳葉楓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3 張正謙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4 招均樺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A 5 莊淳凱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6 鍾哲譽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7 鍾忻倫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8 馮世明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9 何宗林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10 洪家文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11 楊銘賢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12 高宇飛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13 郭梓城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14 黎浩澄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15 林錦豪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A 16 林榮星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17 劉浩然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A 18 劉嘉浩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19 李浚民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A 20 李梓軒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1 李澤煒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22 李海民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3 連梓渝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24 廖樂天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5 莫兆豐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6 伍梓肇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7 彭思蘢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28 蕭蔚霆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29 譚兆康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30 黃鈞堯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A 31 王冠傑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A 32 黃文亨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A 33 王耀霆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34 王源琦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A 35 王源琛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36 俞錦韜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A 37 鄭昂揚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觀地點
集合
時間

集合
地點

5B 1 陳嘉添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2 陳君翰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3 陳樂然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4 陳子卓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5 卓潤燊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B 7 張駿生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8 蔡卓言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9 朱進堯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0 傅政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1 馮學賢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2 馮韋昊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3 郭士傑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4 林狄祖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B 15 林天寶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B 16 林羽軒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7 李文皓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8 李子駿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19 馬俊灝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B 20 冼駿傑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B 21 鄧煥爔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B 22 謝文騫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23 徐立群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24 溫梓勇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B 25 王智雄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B 26 王穎亨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B 27 胡璟楠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觀地點
集合
時間

集合
地點

5C 1 陳振曦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C 2 陳建庭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C 3 鄭子聰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C 4 張宇盛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5 程子康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6 崔家豪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7 鍾嘉禧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C 8 馮嘉鐫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9 何海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10 何柏錡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C 11 黃俊傑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12 黎索希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13 林凱鴻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C 14 劉柏男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15 羅卓然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C 16 李梓鴻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17 莫梓峰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18 吳國濤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C 19 吳梓謙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20 魏柏軒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C 21 徐暉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22 黃萬昌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C 23 黃旌樂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24 黃達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C 25 黃梓俊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C 26 黃子昇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C 27 邱正林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觀地點
集合
時間

集合
地點

5D 2 鄭浩宏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3 朱嘉鑫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4 熊冠杰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D 6 羅俊熙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7 林曉毅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8 盧柏謙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D 10 魏浚鎕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1 蕭洛汶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2 蘇渭軒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3 譚志舜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D 14 譚健明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5 謝明杰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6 徐卓然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7 屈子軒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8 王志恒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19 黃進熙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20 黃大衛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5D 21 黃子浩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22 黃日君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D 23 黃俞泳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上午 9:15 迪士尼門口
5D 24 楊棨泓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5D 25 楊澤輝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5D 26 楊灝鑾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5D 27 鄭炳俊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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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1 區智榮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2 區景強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3 陳澤君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4 陳俊杰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5 陳承軒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6 陳天浩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A 7 陳義培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A 8 鄒志濠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9 陳晟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0 趙俊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1 趙灝倫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2 周譽强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3 朱慶麟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4 鍾智浩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5 馮灝樑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A 16 何霆軒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17 韓澤禧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A 18 瞿志宏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19 劉峻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20 羅頌程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21 羅昊麟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2 李浩源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3 李立穎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4 伍彥龍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5 區晉齊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6 白嘉浩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27 岑添朗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A 28 曾宇耿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A 29 黃智熙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30 黃楚杭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31 黃雋傑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A 32 王溢龍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33 丘卓熹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A 34 邱達志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A 35 楊立嵊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A 36 楊樂賢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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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1 歐啟敏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 陳進傑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3 陳彥謙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B 4 鄭承羲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5 蔡傳本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B 6 鍾俊穎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7 馮浩泓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8 傅存正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9 葉韋漮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0 劉冠禧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B 11 梁焌軒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2 梁嘉鋒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3 梁偉灝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4 梁翊禧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5 李銘軒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B 16 李耀聰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7 文浚彥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8 潘文希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19 蕭政傑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0 蘇冠齊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1 鄧彰翹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2 黃浩錩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3 黃瀚霆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4 黃敏充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5 王天揚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B 26 胡正恒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B 27 余可揚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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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1 張振飛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2 周詠哲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3 范軾廉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C 4 馮建衡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5 禤俊翹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C 6 許宏翰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C 7 甘永業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8 江俊逵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9 林傲天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C 10 李灝軒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C 11 梁梓健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12 羅靖傑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C 13 陸駿業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C 14 馬宇鋒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C 15 麥嚞傑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16 彭天朗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C 17 施嘉煌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C 18 譚嘉雋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19 謝梓唯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C 20 黃璟楠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C 21 黃敏德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C 22 丘均裕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C 23 楊嘉俊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C 24 左傑泯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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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1 陳禧樂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2 陳浩鋒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3 陳家志 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九龍灣) 上午 8:15 學校有蓋操場
6D 4 陳煒權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5 張樂源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6 趙浩賢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D 7 周展樂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8 朱尚禮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D 9 霍兆希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D 10 鞠子謙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D 11 黃靖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12 洪承禧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13 黎梓聰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14 劉煒明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15 梁柏康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16 雷栢軒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17 文柏康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18 梅進宇 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 可持續資源館 (九龍塘) 上午 8: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19 吳浩賢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20 曾浩然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21 曾建萌 入境事務處 ‐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灣仔)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6D 22 崔德祥 土木工程拓展署 ‐ 海泥卸置設施 (屯門) 下午 1:00 學校有蓋操場
6D 23 王智浩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24 甄浩楷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25 楊卓然 消防處救護站 (荃灣) 上午 9:45 荃灣蕙荃路救護站
6D 26 楊立天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上午 10:15 荃灣荃景圍港安醫院
6D 27 余君灝 香港調酒學校 (尖沙咀) 下午 1:45 學校有蓋操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