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录取名单 

何嘉健 何嘉敏 何振荣 何政学 何文浚 何永喧 何玮璇 何语乔 佰胜隆 凌億洳 

凌政译 刘乐恩 刘伟翔 刘佳沄 刘倇妤 刘宣廷 刘悦尔 刘智康 刘欣莹 刘炜铭 

刘翊勤 刘舜泓 刘诚杰 刘雨萱 刘颐瑄 卓俊澄 叶保杉 叶子彦 叶惠玉 叶文敏 

叶瑞骐 叶钰铃 叶铠圣 叶韋宏 吕征宇 吕芷萱 吕镇希 吕颖彤 吴孟骏 吴宇城 

吴宇玮 吴昱贤 吴晨愷 吴美莹 吴艾纱 吴颖皓 周凯欣 周雯轩 唐艺峰 姚丞凌 

官欣盈 容芯妍 尤万晴 尤荣骅 山达 巫昕莹 廖家乐 张兴祥 张凯哲 张嘉倚 

张培顺 张慧琹 张楷盛 张瑀恒 张皓哲 张羽恩 张翼 张芯宁 张钧凯 张靖煊 

徐敬詠 徐纬洧 戴浚恒 房纪良 文冠中 方文汛 曹家馨 曾紫绚 朱峻毅 朱恩玉 

朱润芝 朱祺盛 朱莹恩 李东瑄 李丞稀 李佳芊 李俊山 李凯泽 李吉胜 李宇轩 

李家恺 李彰权 李志霖 李怡潓 李昀芯 李明熹 李欣悦 李歆溦 李淑莹 李玮鑫 

李紫沁 李芸塇 李苡宣 李谦乐 李锦涛 李闳安 杜荫永 杨博程 杨宓洁 杨思轩 

杨沁颖 杨舜婷 杨静婷 林伟祥 林传弘 林佳和 林佳妤 林佳欣 林凯旋 林宇岑 

林恩婷 林捷 林欣宇 林歆恬 林沛君 林洁仪 林祺贤 林秉健 林维胜 林诣恒 

林雪雯 柯凱盛 柯智瀚 梁晉誠 梁洧崠 梁炜璇 梁馨灵 江子睿 江政泓 江昕哲 

沈玺诺 洪千洲 洪嘉敏 洪奕恳 洪子晴 温苇昕 潘俊维 潘宣宣 潘玥栭 潘贞妮 

潘迎 潘锦程 潘锴斌 王伟杰 王启笼 王安琪 王淳漪 王紫茹 王韵洳 王韵茹 

甄嘉欣 程范茸 範興峻 範興澔 罗振轩 胡峻诚 胡柏彦 苏晴儿 苏语涵 莫萃源 

萧一言 萧值 萧恺柔 萧雨桐 蒋仁恩 蔡丞洧 蔡佳颖 蔡嘉恩 蔡宛怡 蔡文愫 

蔡沛倪 许奕昕 许馷漩 谢乐淇 谢伟仁 谢佳娴 谢宇哲 谢武轩 谢沛寰 谢湧彬 

邓炽轩 邱伟杰 邱子谦 邱楚淋 邹元劼 邹均翔 郑世聪 郑亦恩 郑俐清 郑学彬 

郑思晴 郑晓渲 郑杰聪 郑梓峻 郑欣怡 郑欣洁 郑維杰 郑羽彤 郑赞熙 郑㬢 

郭善珺 郭昕昱 郭靖雯 钟宇晴 铙卓峰 阿奴卡 陆捷盛 陆政宏 陈书哲 陈佳玉 

陈俊宏 陈修涵 陈停豫 陈垭蓉 陈子安 陈宜曜 陈宥旬 陈建邑 陈彦暐 陈彦暐 

陈怡伶 陈悠权 陈杰汉 陈梓乐 陈榛崎 陈欣宁 陈添亮 陈瑜璇 陈稳彬 陈紫思 

陈紫欣 陈紫歆 陈舒敏 陈芊惠 陈谦源 陈醴怡 陈霈恩 陈颖倩 颜竣彬 颜维彬 

颜诗怡 马芯凌 高亦芯 魏嘉漩 魏铭乐 黃奕淇 黃馨慧 黄伟祥 黄劲捷 黄嘉悦 

黄嘉欣 黄奕静 黄子恒 黄宇哲 黄宇宁 黄宇杰 黄律铭 黄浩哲 黄淑玉 黄玟翰 

黄筱涵 黄议萱 黄钰淇 黄靖颐 龙籍卉 龙美琳     

          

 

 1.    缴费注册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  -  202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 

         (逾期无注册者当自动放弃学额论)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3.00p.m. 

             星期六  ：9.00a.m.-12.00noon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2.    恕不接受任何考试成绩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