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初一新生录取名单 

叶颖轩 何昱陞 胡颖哲 李文希 刘明洁 谢鐁伟 黄永耀 黄新宇 王姿翊 廖偲杞 

李佩仪 石盈桦 戴湧衡 颜恩昕 王子贤 李葭莉 曾祖儿 高延观 余景聪 张峻玮 

黄子怡 颜茗萱 颜欣柔 谢振玮 吴盈萱 陈珮育 邱健壮 庄子乐 黄家福 吕羽絢 

郭俊杰 陈诗营 张耀畯 何伟梁 洪伟俊 钟益民 黄皓栋 郑佩莹 邱宇雯 陈喆斌 

张旆諠 叶峯鍂 黄燕妮 罗宇胜 何智宇 刘雨霏 邱永乐 劳杰聪 洪泳晴 莫淬茹 

叶淞菻 程范宇 黄润泽 陈乐轩 铙晋和 林希恩 钟仕丰 彭缨超 林丞楷 陈亿善 

陈泓溢 黄循贝 邓慧莹 伍正扬 陈文进 邱志祥 叶美君 蓝萱容 朱韵璇 张铭权 

刘芯 潘汶轩 陈希贤 张伟铭 罗珮文 林福财 冯诗凌 陈鸿羿 陈晋洋 叶苡鄞 

何峻诚 胡凯杰 蔡文豪 张予泽 陈慧艳 林凯煌 李勇键 王競陞 黄丝敏 黄政凯 

张芯瑜 邱楚杰 杜明圣 叶骏彦 张静霞 黄子恩 林泽翔 池俊贤 黄建宜 李嘉恒 

陈俊豪 陈奕衡 黄俊杰 李旭瀚 张芷晴 翁敦杰 陈子昇 杨凯伦 李家丞 赵浩岑 

黄健豪 陈敬安 欧彦芝 陈优嘉 朱政衡 林骏豪 林子隆 罗紫欣 罗芷琳 王慧嘉 

郑玮轩 刘詠芯 陈凯升 陈景腾 林佑斌 颜永杰 郑淑雯 林宇朋 黄靖恩 李芷莹 

吴颖杰 尤荣杨 林轩宇 黄子明 李家广 苏敬凯 陈奕菱 杨芯仪 陈桂伦 程钰绚 

林政洲 黄盛宗 林荣兴 黄镇权 古明翰 朱凯晋 徐伟智 陈宇瑄 陈健辉 刘晋杰 

陈俊希 蔡觉慧 邱科通 苏靖媛 蔡昱凯 李子恒 许镓恩 房政耀 潘铠泽 徐伟杰 

周铠全 谢晓晴 陈恩齐 黄佳璐 郑子敬 颜实毅 周正辉 江冠樑 黄莉咏 苏军宏 

林煜迅 何嘉俊 张欣怡 邹欣颐 李招苏 蔡佳乐 丘慧仪 萧征轩 陈咏欣 章慧琳 

黄雯妮 陈彦妃 林咏豫 曹詠皓 陈嘉怡 刘珺妤 赵于萱 洪子根 佐思华 刘昱亨 

李诗婷 郑苡彤 彭历恒 李幸凌 张欣晴 刘佩仪 黄文源 刘祖怡 陈俐颖 何菀宜 

蔡佳健 叶俽妤 郑浩允 姚宇轩 杨志祥 宋礼安 苏俊铭 蔡欣彤 戴骏丞 邱凯琳 

陈凱亦 黄炜萱 何俊邑 钟芷妍 李依娴 章振贤 卢嘉敏 洪梓淮 颜掲翰 庄巧莹 

黎由进 吴楷文 章希汶 蔡瀚领 章美珍 颜家仲 李凯欣 方梓瑜 黄绅闳 林庚宏 

叶卓一 黄靖闵 邱健君 陈军佑 蔡俊常 潘顺浩 张语柔 李俊瑾 王馨 蔡建丰 

蔡慧琳 潘伊蓓 陈凯丽 蔡宝仪 黄馨霈 张心宜 吕玮恒 林雪儿 谢斯俊  

 

缴费注册日期    ：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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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基础班新生录取名单 

 
庄智奕 严柔颖 周馨盈 谢兢陞 梁炜皓 姚辰龙 陈珈娸 陈芷纤 朱轩乐 叶航盛 

梁耀杰 黄仟锋 何佳浚 洪佳禾 张文喆 陈仪瑄 罗心彤 贺凯旼 刘妍彤 方嘉芊 

黄芝瑜 戴渊翔 廖璇 王伟泉 吕凯捷 关泽玮 李舒漫    

 

 

 

缴费注册日期    ：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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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