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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集團有限公司 Hong Kong Communication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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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迷你倉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丁穎柔小朋友 林希樺小朋友 郭康泳小朋友 葉可燊小朋友 

孔卓盈小朋友 林卓毅小朋友 郭睿君小朋友 葉卓熹小朋友 

尹日臨小朋友 林卓遨小朋友 郭澄朗小朋友 葉城佑小朋友 

尹善誼小朋友 林承亨小朋友 郭霈枝小朋友 葉迪堃小朋友 

尹善謙小朋友 林秉中先生 陳小姐 葉倬搴小朋友 

尹靖雅小朋友 林洛煒小朋友 陳文哲小朋友 葉家希小朋友 

文思靜小朋友 林珀匡小朋友 陳以信小朋友 葉偉光先生 

方一唯小朋友 林珀溢小朋友 陳巧妍小朋友 葉碧燊女士 

方日熙小朋友 林衍欣小朋友 陳巧祈小朋友 葉灝霖先生 

方巨光先生 林剛正小朋友 陳伊樂小朋友 詹子瑜小朋友 

方亮澄小朋友 林悅小朋友 陳旨謙小朋友 鄔揚正先生 

方約朗小朋友 林悅言小朋友 陳孝宇小朋友 雷哲雅小朋友 

王仁希小朋友 林童小朋友 陳芍如小朋友 雷哲穎小朋友 

王允祈小朋友 林愷蔚小朋友 陳芍彤小朋友 雷棨鈜小朋友 

王迪晞小朋友 林筱雅小朋友 陳芍杏小朋友 雷懿文小朋友 

王維琛小朋友 林睿沂小朋友 陳芍姚小朋友 廖子汧小朋友 

丘焯樂小朋友 林德權先生 陳貝翹小朋友 廖卓心小朋友 

石欣烯小朋友 林樂軒小朋友 陳佩儀女士 廖卓盈小朋友 

任昊弘小朋友 林澔正小朋友 陳卓詩小朋友 熊梓榆小朋友 

任靖希小朋友 林澔昕小朋友 陳和珍女士 甄政樂小朋友 

任靖言小朋友 林諾呈小朋友 陳昊洋小朋友 甄若妍小朋友 

伍柏希小朋友 林靜妙女士 陳昊洵小朋友 甄浩軒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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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駿小朋友 林藹溋小朋友 陳昊霖小朋友 褚鎧恩小朋友 

伍梓維小朋友 邱昊霖小朋友 陳泓健小朋友 趙俊灝小朋友 

伍凱熒小朋友 邱思睿小朋友 陳泓熙小朋友 趙家俊小朋友 

伍詠姿小朋友 邱思霽小朋友 陳信言小朋友 趙梓洭小朋友 

伍誌揚小朋友 邱溢恒小朋友 陳勇維小朋友 趙梓軒小朋友 

匡瑜小朋友 侯柏琦小朋友 陳昭頤小朋友 趙梓睿小朋友 

匡瑨小朋友 侯柏瑜小朋友 陳美穎小朋友 趙穎潼小朋友 

向浩允小朋友 侯詠妤小朋友 陳英樂小朋友 趙羲妍小朋友 

朱清楓小朋友 姚芷彤小朋友 陳家亮小朋友 趙濼詩女士 

朱皓謙小朋友 姚梓駿小朋友 陳恩齡女士 趙藹晴小朋友 

朱毅致小朋友 姜梓朗小朋友 陳朗晞小朋友 劉上瑜小朋友 

江均謙小朋友 施皓然小朋友 陳栩晉小朋友 劉心朗小朋友 

江依璇小朋友 施舜然小朋友 陳浠洳小朋友 劉正灝小朋友 

江若瞳小朋友 柯亦瑤小朋友 陳浩嵐小朋友 劉永盼小朋友 

江焯熹小朋友 柯卓瑤小朋友 陳翊臻小朋友 劉卓立小朋友 

江穎霖小朋友 柯政希小朋友 陳莃嵐小朋友 劉卓妤小朋友 

何力文女士 洪子皓小朋友 陳雪晴小朋友 劉芯宇小朋友 

何子樂小朋友 洪芷睿小朋友 陳凱喬小朋友 劉芯瑜小朋友 

何妙華女士 洪彥瑜小朋友 陳凱嵐小朋友 劉芯瑤小朋友 

何松泰先生 洪熙竣小朋友 陳凱琳小朋友 劉俊彥小朋友 

何信隆小朋友 胡文安先生 陳景倫小朋友 劉晞妍小朋友 

何思欣小朋友 凌睿希小朋友 陳皓熹小朋友 劉晞朗小朋友 

何盈樂小朋友 唐樂燊小朋友 陳黃亭秀女士 劉旖晴小朋友 

何恩熙小朋友 孫瑍浟小朋友 陳傲婷小朋友 劉竭傳小朋友 

何焌喬小朋友 家駒先生 陳煒臻小朋友 劉蔚晴小朋友 

何溢桸小朋友 徐立曦小朋友 陳瑄晞小朋友 劉蔚藍小朋友 

余承軒小朋友 徐芯玥小朋友 陳筠晴小朋友 劉穎澄小朋友 

余俙緻小朋友 徐美怡小朋友 陳雋銳小朋友 歐陽子盈小朋友 

余星彤小朋友 徐若翹小朋友 陳靖之小朋友 潘子涵小朋友 

吳予瞳小朋友 徐若曦小朋友 陳靖熹小朋友 潘星宇小朋友 

吳可津小朋友 徐翊燊小朋友 陳滶琳小朋友 蔡名慧小朋友 

吳可風小朋友 徐煦婷小朋友 陳樂頤小朋友 蔡卓朗小朋友 

吳君立小朋友 徐覺正小朋友 陳皚霖小朋友 蔡卓穎小朋友 

吳佩芝小朋友 徐覺恩小朋友 陳霆熙小朋友 蔡卓霖小朋友 

吳依霖小朋友 秦海晴小朋友 陳曉杰小朋友 蔡承志小朋友 

吳承哲小朋友 秦諾怡小朋友 陳熹愉小朋友 蔡芷晴小朋友 

吳旻穗小朋友 翁德文先生 陳璟丹小朋友 蔡柏杰小朋友 

吳明燁小朋友 袁天朗小朋友 陳謀正小朋友 蔡舒寧小朋友 

吳芯瑜小朋友 袁承志小朋友 陳禮勤小朋友 蔡嘉懿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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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施蓓小朋友 袁承謙小朋友 陳禮霆小朋友 鄧允言小朋友 

吳映翹小朋友 袁悅小朋友 陳鏊泓小朋友 鄧巧敏小朋友 

吳哲海小朋友 袁善言小朋友 陳麗儒小朋友 鄧弘毅小朋友 

吳家樂小朋友 袁越小朋友 陳蘊恩小朋友 鄧逸賢小朋友 

吳培鐘先生 馬兆錕小朋友 陳蘊慈小朋友 鄧暐澄小朋友 

吳婥萱小朋友 馬君博小朋友 陶振略先生 鄧叡霏小朋友 

吳康渝小朋友 馬沚恩小朋友 陸明權先生 鄧寶妮女士 

吳晞如小朋友 馬欣煒小朋友 陸禕諾小朋友 鄭元亨小朋友 

吳綽峰小朋友 馬祉祐小朋友 陸翹小朋友 鄭芍翹小朋友 

吳翟紳小朋友 馬煦晴小朋友 陸懿小朋友 鄭采翹小朋友 

吳熹旻小朋友 馬樂心小朋友 麥吳秀霞女士 鄭細妹女士 

吳鎧澄小朋友 馬璟熙小朋友 麥庭瑄小朋友 鄭釺滺小朋友 

吳寶儀女士 高皓陽小朋友 麥凱喬小朋友 鄭楚霖小朋友 

呂洛兒小朋友 高愷熙小朋友 麥程僖小朋友 鄭頌妍小朋友 

呂珈慧小朋友 高曦小朋友 麥駿希小朋友 鄭德勤小朋友 

呂康晴小朋友 區芝卿女士 傅學賢小朋友 鄭曉蔚小朋友 

呂智朗小朋友 張子悠小朋友 勞子朗小朋友 鄭駿旭小朋友 

呂曉晴小朋友 張本弦小朋友 勞柴洛小朋友 鄭懿恆小朋友 

岑文軒小朋友 張知行小朋友 彭心瑤小朋友 魯耀駿先生 

岑倬儷小朋友 張迪朗小朋友 彭樂希小朋友 黎妹女士 

岑浩正小朋友 張凊之小朋友 彭懿澄小朋友 黎欣瞳小朋友 

岑愷晴小朋友 張哲匡小朋友 曾一鳴小朋友 黎熙聿小朋友 

李天諾小朋友 張家浩小朋友 曾昭逸小朋友 黎寶坤小朋友 

李少梅女士 張家睿小朋友 曾柏綸小朋友 盧心柔小朋友 

李仲儀小朋友 張庭睿小朋友 曾釨淇小朋友 盧希晴小朋友 

李伊珵小朋友 張梓軒小朋友 曾熙堯小朋友 盧政賢小朋友 

李安晴小朋友 張紹岐小朋友 曾墡媃小朋友 盧美因小朋友 

李旭翹小朋友 張凱喬小朋友 曾樂斯女士 盧靖悠小朋友 

李艾昕小朋友 張凱晴小朋友 曾顯程小朋友 禤皓志小朋友 

李君澔小朋友 張博熙小朋友 湯立勤小朋友 蕭堯小朋友 

李沛臻小朋友 張善桐小朋友 湯信熙小朋友 蕭曉恩小朋友 

李佩澄小朋友 張景皓小朋友 馮小玲女士 霍柏熹小朋友 

李卓蔚小朋友 張詠華女士 馮巧瑩小朋友 霍梓嬈小朋友 

李昕樺小朋友 張愛琼女士 馮尚樂小朋友 霍潤根先生 

李欣然小朋友 張誠之小朋友 馮厚瑜小朋友 戴綽琳小朋友 

李知熙小朋友 張達朗小朋友 馮崇恩小朋友 戴穎喬小朋友 

李知樂小朋友 張達智小朋友 馮晞哲小朋友 戴證行小朋友 

李俊樂小朋友 張嘉桓小朋友 馮雅靖小朋友 繆雪儀小朋友 

李俊謙小朋友 張慕桐小朋友 馮嘉祺先生 謝因洳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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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鏗小朋友 張璞然小朋友 馮皜日小朋友 謝芷晴小朋友 

李思言小朋友 張璞熙小朋友 黃予陶小朋友 謝悦生小朋友 

李思霆小朋友 張蕊菡小朋友 黃允灝小朋友 謝皓宏小朋友 

李柏賢小朋友 張翹驛小朋友 黃天予小朋友 謝皓謙小朋友 

李珀羽小朋友 張灝瑜小朋友 黃天倫小朋友 謝楠小朋友 

李紅玉女士 曹敦量小朋友 黃心柔小朋友 謝曉柔小朋友 

李倩雅小朋友 梁心小朋友 黃日熙小朋友 謝禮晉小朋友 

李恩正小朋友 梁正心小朋友 黃玥小朋友 謝禮巽小朋友 

李振浩小朋友 梁泳之小朋友 黃芷悠小朋友 鍾百勤小朋友 

李晉賢小朋友 梁洛恩小朋友 黃宥謙小朋友 鍾朗澄小朋友 

李朗晴小朋友 梁哲僖小朋友 黃思諾小朋友 鍾朗謙小朋友 

李海澄小朋友 梁家熙小朋友 黃柏森小朋友 鍾琋亮小朋友 

李敖賢小朋友 梁峻賢小朋友 黃柏儒小朋友 鍾琋璇小朋友 

李博霖小朋友 梁悅翹小朋友 黃柏謙小朋友 鍾紹大小朋友 

李詩晴小朋友 梁晉晞小朋友 黃軍小朋友 鍾綽倫小朋友 

李嘉泓小朋友 梁栩綾小朋友 黃彧萱小朋友 鍾綽華小朋友 

李睿霖小朋友 梁海情小朋友 黃浠桐小朋友 鄺子菁小朋友 

李齊女士 梁祐騫小朋友 黃浩嘉小朋友 鄺哲熹小朋友 

李潔童小朋友 梁景熹小朋友 黃善知小朋友 鄺尉喬小朋友 

李澄恩小朋友 梁智仁小朋友 黃善樺小朋友 鄺尉琪小朋友 

李曉悠小朋友 梁雅惠小朋友 黃詠琳小朋友 鄺靖鈞小朋友 

李曉蒿小朋友 梁愷敏小朋友 黃量小朋友 顏千瑜小朋友 

李穎妍小朋友 梁愷霖小朋友 黃雅媛小朋友 顏朗小朋友 

李轉田先生 梁煒晴小朋友 黃意晴小朋友 顏福偉先生 

李鎧彤小朋友 梁煒謙小朋友 黃愷瑤小朋友 羅天悠小朋友 

杜致瑤小朋友 梁瑞庭小朋友 黃溢鏗小朋友 羅巧澄小朋友 

杜斯恩小朋友 梁熙諾小朋友 黃熙然小朋友 羅正然小朋友 

沈君叡小朋友 梁靜嵐小朋友 黃睿哲小朋友 羅康翹小朋友 

沈焯然小朋友 梁鎧浚小朋友 黃樂希小朋友 羅煦量小朋友 

阮芊穎小朋友 梁鑑先生 黃樂言小朋友 羅鋑彥小朋友 

阮佩凝小朋友 梅德雅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譚又升小朋友 

冼心獻小朋友 梅德曦小朋友 黃穎晴小朋友 譚存希小朋友 

卓楠小朋友 莊子霽小朋友 黃諾濤小朋友 譚芊渝小朋友 

周子琪小朋友 莊以心小朋友 黃璦淳小朋友 譚敖希小朋友 

周子皓小朋友 莊溢風小朋友 黃韻心小朋友 譚皓年小朋友 

周卓霖小朋友 莊爾雅小朋友 黃懿霖小朋友 譚皓至小朋友 

周延澤小朋友 莫希沂小朋友 楊卓軒小朋友 譚慶一小朋友 

周芷慧小朋友 莫皓智小朋友 楊芷晴小朋友 譚樂然小朋友 

周俊宏小朋友 莫鈞皓小朋友 楊柏喬小朋友 譚灝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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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彥小朋友 莫熙楊小朋友 楊善茵小朋友 關岶滔小朋友 

周奕樂小朋友 莫錦輝先生 楊堯天小朋友 關焯男小朋友 

周宥匡小朋友 許淳貽小朋友 楊舜日小朋友 關誠哲小朋友 

周鈞正小朋友 許聆心小朋友 楊雅晴小朋友 嚴啟倬小朋友 

周鈞堯小朋友 許皓絢小朋友 楊蓓霖小朋友 嚴慧小朋友 

易晉小朋友 郭正康小朋友 楊麗華女士 蘇子銘小朋友 

林之紅女士 郭成熙小朋友 源昊宏小朋友 蘇泳心小朋友 

林允稀小朋友 郭思危小朋友 源昊洋小朋友 
 

林天沂小朋友 郭思愉小朋友 源昊霖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