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初一新生录取名单 
 

黄嘉慈 林志华 陈谦柔 谢尚佑 哈    宁 邓俊铭 黄永玉 谢汶芯 梁伟杰 王鋕洋 

谢彦恒 苏楷勋 方俊懿 吴家毅 谢韵诗 郑美沁 李嘉晴 林婧湑 郑馨莉 陈传薪 

叶暐禾 何子轩 文冠升 翁梓峻 潘俊恺 李芯亚 林丽诗 庄朝彬 陈柔芯 周丽琪 

赖美琪 刘子瑜 刘泓毅 吴俊宏 林敏萱 薛宇恩 陈丽谊 李恩婷 郑添恩 赖佳芊 

吴宗键 颜嘉淇 黄信愷 林子姗 林凯炫 王茄乐 罗宝恩 潘家顺 张诗琳 陈俊文 

黄绍维 周政奕 伍俊键 潘應澤 张珉维 姚丞轩 卢嘉翎 刘汶骏 吴嵩贤 刘永图 

刘俞辰 陈俊霖 符祥浩 曾泓玮 曾栐鈞 戴壹安 李兴源 刘家恒 郭璟贤 温绍丞 

严家城 颜佳琳 谢雨峰 邱巧瑜 黄铭辉 邱宜正 邱益晋 吕羿泽 张申显 陈佳佳 

刘凯烽 胡凯文 徐伟乐 杨文裕 孙瑜佩 程靈峰 萧子恒 叶骏毅 戴芷琦 刘凯轩 

李宇泽 许智晧 刘忆恩 甘沁毅 李欣倪 余亦芹 王家聪 钟雨蒽 李于程 吕以延 

李明钰 黄启戬 蔡靖泋 龚  静 李昱瑲 钟可琳 许傑颖 林    晟 吳盈瑩 李杰深 

刘紫萱 林宇璇 蔡健宏 曾诗敏 吴湏璘 萧立诗 张崇宇 王宇桀 李姿颖 黎凯妍 

李欣惠 刘嘉莙 蔡佳甡 陈悦宜 张皓竣 蔡昌祐 邬汇斌 黄佳佳 凌笠哲 萧诚佑 

李頤瑄 曾宪文 陈永明 廖佩钰 姚欣恩 谢芷晴 陈艾慧 邱宇政 林靖柔 曾梓轩 

蔡家巧 黄相丰 谢芷欣 方家樑 陈凯沁 陈文宏 洪凯琪 陈凯倪 洪千展 黄婉琪 

谢嘉裕 张嘉峰 庄嘉芯 李伟铭 陈紫嫣 黄乙恒 吴淑聚 潘奕丞 吕征伟 吴鸿斌 

郑元鸿 苏彦晨 陈怡欣 吕子洋 蔡文宣 黄巧恩 何欣怡 颜峻豪 陈彦衡 陈妍瑗 

林佩悦 黄宣凯 龙其言 江政勋 陈予嘉 谢博斯 黄玟楦 刘耀善 郭伟鸿 姚俐彤 

叶敬轩 卢佩琪 李芷静 黄思卉 吕辰傑 王柏恩 曾湘潓 黄乙淇 朱铭满 王芷凌 

陈怡恩 蔡睿颖 叶建良 罗靖雯 萧歆颖 郭斯沅 黄威程 杨睿为 洪世哲 陈思缘 

李丽晶 李绅詠 黄家乐 陈家瑜 李志豪 李依霖 魏千盛 王鋅妍 洪俞旋 黄訢璘 

邱郭翰 颜慧君 刘子贤 黄世杰 黄旆颐 林安盛 林玮俊 陈文杰 莫淬恒 杨城有 

陳駿皓 杨于萱 林芷欣 李昕倚 张嘉儿 李顺昇 何芷萱 陈锦芬 梁宇思 陈锦铭 

卓谦程 洪琳儿 陈婉瑜 郑凯崙 陈咏乐 李诗敏 黄靖轩 陈宁偲 杨政言 林祥杰 

麦芯媛 陈洪铭 温杰瀚 林楚航 林佑扬 洪清泉 方薇琴 许霖铭 吴咏晴 李岩龙 

李嬡娃 吴俊杰 张慧倪 吴仕炜 黄胤豪 王志聪 谢杰翰 陈贞钦 陈梓萱 林雍杰 

林宇嫣 黄贞铨 蔡晨翌 朱慧珊 林楷深 翁婕芳 李冠宏 朱惠敏 王宗川 陈凯靖 

陈芊妤 潘智贤 林菀莛 沈彤恩 蔡文亭 林恩晴 周宇婕 陈玓瓅 黃暐棋 黄薰瑶 

颜铭宜 黄慧萱 苏进祥 吴婕瑗 林永航 苏俊镔 刘宇轩 陈静宜 杨芯苇 李    扬 

陈思妤 陈心宇 何伟源 廖嘉璇 陈俐霓 林勇翰 王傢民 管千瑗 宋世杰 伍冠霖 

陈乙瑄 谢菀颐 马芷恩 苏婉蕙 翁书恒 陈芷宁 马嘉宏 周柏毅 锺佳佳 马筱萱 

陈贞萱 覃奕升 郑维康 林佩蓁 陈力生 黄照来 朱靖涵 李诚安 陳宇揚 颜紫静 

余佩雅 黄佳怡 林俊宏 谢征桐 黄柏熙 高紫瑜 杜薇仪 李嘉义 颜佩琳 李宽伦 

潘宏伟 陈家荣 吕乐怡 吴琪妍 谢卓燊 谢骏斌 谢骏杰 王佳煊 邱健宇 曾彦丰 

孔歆茹 庄诗莉 黄敏仪 李凯翔 洪佳琳 萧敬威 周殷禾 郑勇杰 叶俊龙 李振豪 

黄薇凌 潘伟杰 彭滢汐 杨成宏 张颢文 张恺斌 李昱呈 林劲强 杨鈊渝 庄慧玲 
 

 1.    缴费注册日期   ：2020 年 10 月 01 日(星期四)  -  2020 年 10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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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基础班新生录取名单 

 

王智庆 吕侊超 李家沅 黄凯琦 林诗里 邱芯宇 王韻晴 黄雯仪 叶凯仙 林志倪 

黄铭勋 周洁益 杨佳惠 李佳恩 江启伦 陳哲宇 陈紫慰 张慧珺 潘宣颖 颜子恩 

陈则纶 刘書麒 陈建佑 王籽旋 洪伟意 陈永熙 古晓悦 郑俊豪 黄韦璁 林紫萱 

陈世泽 黄俪倩 唐婧涵 潘雪芳 黄致颖 叶兴浩 郑锦昕 梁嘉慧 李宇伦 林芷萱 

覃奕霖 林子缘 黄伟杰        

 

 

1.    缴费注册日期    ：2020 年 10 月 01 日(星期四)  -  2020 年 10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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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