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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榮耀頌 基美 基德智 基樂 基越 基泉 基道 基超 基望活 基旭 基勇

1 何泳嫻 張順安 周愛華 劉群好 劉靄琳 何慧賢 吳燕 張欣婷 劉健欣 何兆軒 李碩恩

2 何錦洪 李淑娟 吳絲玲 戴寶文 俆麗雲 曾維敏 林錦莉 周釗年 余安祈 李穎悅

3 何錦燕 楊啓富 吳麗芳 李少蘭 區健俊 曾維珠 温雋 葉恩霖 余昕呈

4 劉桂真 楊慶英 李玉蘭 李頴琪 容鴻略 梁綺明 羅永樂 郭庭軒 劉恩樂

5 勞淑貞 潘元邦 梁愛蓮 林詠珊 張順輝 楊佩明 胡卓雯 陳皆橋 呂睿承

6 區頴詩 胡偉明 楊大慶 羅秀玲 張麗華 鍾德沛 莫玉雲 周梓熙

7 容忠偉 胡善儀 潘明忠 鄧偉祺 李佩蓮 鍾秀媚 謝家銘 朱景燊

8 張應儀 袁英財 王佩珊 鄭沛權 李慧菁 陳劍雄(日營) 譚翠玉 梁芷欣

9 曹潔霞 陳桂英 盧永昌 陳雅莉 李麗珠 郭賢德 梁諾謙

10 朱翠琼 黎麗群 葉廣宇 黃妙如 梁昌成 鄭浩銘 羅曉琦

11 李慧珊 許潔雯 王綺敏 鄭珏斌 胡歷信

12 林斐雯 郭麗珍 葉世聰 鍾恩琪 胡諒軒

13 盧淑儀 鍾秀婷 蘇智恆 馮凱瑩 葉淳傑

14 蔡文花 關珮芝 譚佩雯 蕭可蕎

15 邵嘉麗 陳建新 譚偉樑 蕭昊昕

16 馮淑芳 陳柏祥 賴俊輝 謝詠恩

17 黃樹榮 陳淑芬 郭賢浩 鄔卓健

18 黃翠珊 陳菁菁 鄭文龍 陳悅心

19 魏永立 鍾子瑩 陳諾心

20 麥倩明 陳家儀 陳諾滔

21 黃碧華 黃韻儀 黃灃源

22 黃錦強 黎子申

23 楊碧霞

24 李礎奇(日營)

25 陳雪梅(日營)

26 雷韻雄(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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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勵 基福 崇拜

1 何寶珊 李慧欣 葉偉齡 陳秀娟 姜桂珍 劉振瓊 何嘉殷 陳天心 陳慕儀

2 何慧敏 李海瀾 葉玉娟 陳笑眉 袁慧珍 劉振興 劉善言 陳潔心

3 何桂新 李詠詩 葉秀貞 陳綺媚 郭招娣 劉桂花 容樂信 黃家儀

4 何細牛 杜嘉琪 葉秀鳳 馬淑霞 黃梅英 楊明欽 容樂恩 萬呈恩

5 何麗珠 林國文 葉謝英 黃正昇 黃翠柳 歐陽土菊 朱志熙 劉頌軒(日營)

6 劉澤森 林惠珍 許天安 黃麗明 陳梅 朱志鏗

7 劉艷君 林麗珠 許穎瑤 黃巍 李桂華

8 周漢城 梁美儀 譚惜霞 盧家進 林可陶

9 周笑杏 梁美芳 郭興典 盧綺媚 林啟涵

10 周麗珊 楊少燕 郭萊娟 郭善凝(日營) 梁妍

11 唐慧宜 楊翠琼 郭詠愉 郭偉業(日營) 王天禮

12 孫廷昌 湯明珠 鄧偉國 盧綽琳

13 岑敏賢 潘美儀 鄧淑芬 許悅呈

14 廖定璍 王君偉 鄭欣 鄭孜和

15 張孝亮 田鳴俊 鄭艷慧 鄭想

16 張琳 羅麗冰 鍾珍蓮 鄭振威

17 戚麗嫻 胡全傑 陳國智 鄭溢晞

18 戴思碧 胡月桂 陳冠美 鄭溢賢

19 方婉君 葉偉卿 陳珍娜 鄭臻善

20 朱永權 葉偉雄 陳睿恩 鄭願

基愛聖 兒童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