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初一新生录取名单 
 

陈泳恩 李心娜 许温桐 黎宇恩 熊家荣 张伟霖 陈恬意 戴敬阌 郑宇欣 吕颛丞 

刘洺軒 王思琳 曾恩熙 罗梓允 黄诗恬 郭浩捷 宋键豪 李栋梁 刘嘉盈 薛家诚 

邹欣蓓 孙楷彦 李泓谦 林承辉 葛乙宏 张倪绮 钟永恩 林芷芊 钱恩锋 邱妤恩 

朱芊颖 王伟荣 郑进鸿 温健晖 叶佳仁 管千郡 黄楚贻 梁静彤 段愷轩 温梓晴 

姚文龙 杨珮妤 刘纹延 沈家羽 黄政翔 陈诗玲 李昕桐 蔡芷涓 刘勐仰 陈颖萱 

黄坚燊 邓子轩 苏楷婷 郭彩洁 朱贯彬 江欣鍒 梁瑞萱 李志祥 许素晶 罗宗熹 

谢凯泽 钟加汶 李嘉熙 曾珂胜 陈俊轩 陈慧珊 蔡齐隆 谢欣儿 张培芯 谢弼宏 

杨子萱 赖美轩 巫缌瑜 王子谦 梁尧隽 梁晓昀 冯羿迅 陈颖恩 杨铭哲 徐乙肯 

陈欣恩 曾泳蓉 张孜安 何倚颂 叶芷莕 梁维肯 翁诗妤 潘贤烽 罗宇泽 蔡乐彦 

潘奕滔 许宗昇 胡馨心 钱俊旻 陈柯妤 黄鼎朗 石瑞霞 黎嘉荣 罗悦嘉 李语汇 

林倩盈 李奕燊 颜浚凯 李隆亿 张渝晞 黃天强 林丽玲 李欣芮 邱家逸 刘泳希 

黄巧绫 叶博蕙 陈芑汇 李政恒 郑仁杰 章伟胜 柯奇亨 赖柏宇 杨旻翰 王子君 

陈彦熹 杨颖 李芊潓 蔡杰宏 林宇轩 邱翊翔 余可恩 林隆耀 黄字凱 叶家辉 

廖权信 杨莹 黄芸倪 张仪含 郑晨希 林恩雅 罗靖暄 叶依璇 陈首晔 余家杰 

颜浩宇 許嘉萱 林国樑 麦双智 陈怡杏 饶鸿铭 沈宏翔 林芷琴 巴西拉 林泇卉 

邓心洁 李宇航 郑雅欣 张可欣 陈海欣 叶世洋 沈正涛 蔡杰佑 叶祉毅 陈芷萱 

蔡文豪 温于萱 王语唏 陳畯承 林昕颖 郭振泉 陈苰䳢 钟欣儿 丁莘恬 陈伟杰 

李容樂 蔡慧琳 刘珈杼 汤芷霓 谢訢湏 周峻杰 黄釨苑 魏俊杰 葉芯糸 陈巧颖 

庄毅皓 谢釨汧 楊詠尚 邱苾铭 刘凯靖 赵颐绚 郭振源 郭芷菡 李优念 黄洁菱 

蔡婧雯 林奕潼 翁艺宁 秦浩哲 郑晴蔚 林芷珊 吴芷伊 陈彦彤 邱苾赫 林天堡 

杨芯为 李锦杨 黄韵璇 陈冠華 李典谦 林楷泽 郭彦孜 林志谦 潘怡伽 王扬理 

吴柔萱 黄沁柔 郑俊阳 郑淞芸 王佳娸 韩沛晨 温旭皓 梁馨尹 潘可煊 蔡莜璇 

吴品良 林莉萱 李幸容 张译芥 廖振皓 颜紫薰 李宜娢 池浥霖 吴佳欣 邱俊杰 

李鏸棱 颜妙霓 冯俊杰 洪苡晨 李鈞雄 陈奕恺 陈金炫 陈楷翰 何勤宪 郭恩娸 

马茁铭 郑昊泽 赵文滔 刘科伸 李享傑 颜资潓 黄巧俐 邱永滢 朱哲康 陈心语 

马靖恒 詹佳婷 吴宇翔 潘芊蒨 李兴荣 陈日宥 黄建融 陈心艾 陈爱微 郑键豪 

黄芯仪 黄湘凌 杨浩轩 苏泯森 吴子轩 郭善谊     
 

 

 1.    缴费注册日期    ：20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  -  2021 年 10 月 06 日(星期三) 

         (逾期无注册者当自动放弃学额论) 
 

 2.    注册方式    ：线上注册 

 3.    恕不接受任何考试成绩查询。 

 

 

 

 

 

 

 

 



 

 
 

 

 

 

 

2022 年度基础班新生录取名单 

陈积庸 黄巧薇 陆奕升 陈怡杏 陈心愿 汤如恩 陈欣怡 简圣达 颜永志 叶恺颖 

黄紫羚 黃瑜莎 张嘉绘 莫暄毅 陈谦仁 李凯杰 孙萱倪 黄传潮 杨凯雯 陈俊杰 

林佳星 李晨豪 陈孜谦 李楷敬 李家璇 潘健峰 李彰轩 刘佳萱 张慧宣 林晋民 

陈心逾 沈静茹 郑祉扬 柯进煜 李伽恒 郑宇惠 邱智凯 郑宇祥 陈欣怡 颜资颖 

林芷芯          

 

 

1.    缴费注册日期    ：20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  -  2021 年 10 月 06 日(星期三) 

         (逾期无注册者当自动放弃学额论) 
 

 2.    注册方式    ：线上注册 

 3.    恕不接受任何考试成绩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