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A 吴彦瑾 孙昕昀 叶斯瑞 孙兆宣 邹丹梵 沈云衣 Eddie 周亦文 李凯婷 王健林 曾俊杰 林明玉 李治贤 洪楷洋 黄念霆

一 B 施君媱 詹博渊 王浩宇 陈彦霖 王舒雨 尹呱呱 吴苡慈 吴苡齐 张东骏 宋佑佑 冯蜜雪 钱艾维 Jacob Sim 王雨涵

一 C 张淳智 Olivia zhao 彭智华 杜昱妡 蔡承锡 黄泰乐 黄宥凯 林子夏 杨智杰 Allen ZONG 黄筠岚 Iniyan Aravind Oscar Taing

一 D 王芷萱 余欣媛 傅思思 邵安淇 吴安妮 黄馨仪 程果 许欣萁 邓镐铭 李浩瑜 Alan Guan 郭丽媛 Joelle Lily 朱苒睿 戴唯嗯

一 F(下) 杨睿贝 酉晟晏 隋昊辰 柯语安 高缘 郭芸芸 李锦恒 胡贝娜 顾乐麟 王洛迪 高小志 林孟贤 宋佳润

一G(下) 姚舒琪 黃寶儀 金简灵 徐爱莉 徐蔓达 吕梓萱 杨承明 陈凯琳 侯云帆 William Peng 李诺恒 张陈 张瑞宝 张睿澳

二 A 李巳遇 曾莉娜 赖俊明 黄向阡 徐茉莉 樊葆怡 黄颂雅 林琬淇 王韧娴 李一骏 郭玥宸 刘蓝翊 傅思奇 唐丽娅 吴可 陈熙元

二 B 林柏潼 马伯乐 林睿东 赵赟禛 江思铖 李知诚 张钧灝 王齐義 冯秀珍 Joshua Sim 郑耀梁 宋文辰 牧白 陈乐熙

二 C  张怡宁 李玥玮 张轩源 张玉晨 张思渝 Haper Wang 吴瑞  徐德瑞  姚诗曼  华峪洋  陈思州  林愉辰  梁甄薇 徐小张

二 D 冯语芊 陈锐洋 何恩翔 吴丹妮 王子信 陈思华 王子成 陈璟文 陈洛飞 林佳茵 陈仕城 陈家晨

二 E 黎启钧 Louise Martinez 文雅怡 洪伊萌 王宥棋 王澜诺 张誉涵 蔡子文 文鸿辉 罗思慧

二 F(下) 陈彦豪 顾乐麒 王一 陈骏熙 陈睿圆 杨雅婷 Melody Cai 樊晟铠 杨方若邻 吴悠冉 张子骙 王洛芯 Angela Hu Ryan pavone

二 G(下) 洪筠恩 高慧怡 刘萌萌 李馨冉 姚撕诚  杨溢驰 周怡宁 王苗苗 舒绍菲 杨介宁 刘安安

三 A 施君豪 孙芮曦 郭启宣 王舒云 陈悦彤 郑尔维 陈芷珊 李宇晨 陈友洋 Lina N

三 B 胡昊泽 Kingsley 王 黄诗婷 陈文皓 慕容靖博 黄乐萱 丁瑞芙 陆德嘉 蒋恩熙 陈政宏 苏雅涵 刘星宇 柳皓诚 申小妹 邹梓希 曾李晴 吴熙伦

三 C 胡茜洛 林智音 康天馨 林璟屹 邓雯 周伊琳 林子华 黄宥嘉 王靖涵 蔡易珅 林子睿 魏信希 姚远 黄冠乔

三 D 李行真 郑安娜 程显懿 卢馨悦 卫彤欣 李卓航 潘蕾蕾 黄俊僖 张祐菲 张瑞芯

三 E 宋翊铭 周宜佳 何熠 王钧禾 杨濠语 陈一歆 陈馨敏 陈欣洁 刘佑嘉 邱玮涛 Jonathan

三 F(下) 艾子涵 李青诺 宋暻訚 陈奕森 蒋辰锐 柯昊瑜 叶娜娜 何珮甑 董雅妍 刘松骁 殷筱溪 高长歌

三 G(下） 颜香香 李远杰 侯云汉 伊雅丽 陈韵伈 张景皓 葛王澄朵 王欣嫣 张泰阁 肖睿 沈语萌 薛诗潼

四 A 王文彤 陈恩熙 黄彦婷 许金钰 施马相如 董佳鑫 王睿林 裘乐正 曾瑜琳 徐艺轩 张思语 汤鑫雅 周淇 刘舒悦 陈君媱

四 B 卢青南 王玥臻 孙庆玲 杨斯然 王子宁 洪苑均 陈心语 张晶怡 金朵朵 周沚喧

四 C

四 D 刘昕妍 黄宇泽 吴国霖 王厚淇 孙兆廷 Queenie 阮慧莹 阮慧丽 高思乐 张小徐 Teegan 徐嘉逸

四 E Ruby Ballantyne 杨欣怡 王靖淇 林子恩 王选尊 尤杏心 蒋璐伊 李乐妍 杜沛然 陈佩熙  郑永瑞 石染 董堃懿 冯蜜雅 赖淑敏 锦帅 郑永瑞

四 F(下) 杨舒岚 曾乐依 杨宸宇 甘雨文哲 马晨洋 郭宝贝 陶天韵 董侒其 许振轩 向乾 吴逸骅 焦庭峻 姜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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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H(下) 陈筠澳 曹斯予 黄辰旭 崔艺潇 黄辰轩 谭名轩 周梦扬 叶淳德 朱美玲 李斯甜 Ryan Wang

五 A 施君醇 唐黎欣 王沐晴 赵奕欢 姜予隆 李玥希 李玥贝 陈米雪 靳雪晴 瞿仰熙 杨博 房照圣 孙裕鑫 赵孙梓源 萧琳琳

五 B 林学而 邹沛桐 何子龙 孙可晗 黄绍恩 卢铭睿 王思文 周叶书文 李卓桃 李晞彤 廉瑾瑜 刘涵颖 林恩雅

五 C 盛绍愷 杨子蓝 张浩楠 吴晗睿 Abigail Rory Martinez 刘瀚文 陆丫丫 吴熙文 陈博闻 李卓阳 黄睿羽  

五 D 林芯羽 李依凌 夏秦乐 Angela Zong 郑可依 张闳量 刘毅嘉 绍博洋

五 E 王厚植 胡诗雨 史远昕 黄芷妍 戴薇尔 胡之悦 宋晨杰 丁富虔 田皙皙 陈子熙 陈瑾璇 何恩璇

五 F（下） 刘孟燊 黄琪琪 闻鸣珂 周子于 杨雨昕 肖霁轩 林楷伦 常逸扬 殷筱然 屠易 胡蕴嘉 杨喆善 Max Chen 高清晨 梁芮豪

五 H（下） 范家辂 陈逸宸 华珊 于楷悦 林柔彤 张隽溪 何毅 周淇 熊奕鑫 舒绍桓 林小涵 刘伯杨

六 A 李学延 郭启蒙 余天翼 雍健坤 蒋瑞池 李佳函 黄心怡 王苹苹 王晨阳 桑芸曦 余俊丞 干照钰 邹阳阳 欧阳伊迅 樊依琳

六 B 陈好 吴一凡 黎善彤 杜昱霏 卞瑞恩 魏晶晶 陈若嫣 胡悦蕾 张淳睿 陈君豪 林依晨 胡学怡 赵禹博

六 C 邹明轩 彭智明 王沐迪 单晴好 杨思钰 江志成 杨欣怡 李子期

六 D 詹雅然 陈冠西 徐俊喆 黄乐心 MIA LI 林温妮 张方妍 田欣雨 马本杰 耑恩 楚滢玥 袁月亮 陈颖妍 张宥爱

六 E（下） 酉晟暘 龚思澄 王子翱 王子翔 李墨梓 李金玥 林凯琳 张博澳 魏天皓 张人元 袁家成 陈皓宁

七 A 马欣琳 杨可馨 罗予杉 黄楚墨 杨梦媛 杨天乐 江祈仁 张怀瑾 刘芯兰 张熙彤 罗圣诗 王彦文

七 B 李莹珊 李思朴 李苑宜 阚瑞扬 徐沛然 杨子曦 Zhen Zhen, Jane 李子墨 ZiJun Zou 蔡易亨

七 C 唐语涵 何安妮 Pierce Tian 唐嘉鸿 马佳鑫 陈思妤 廖楚熔 甘子皓 詹培钰 Victoria  Wu 孙莜竣

八 A 郑晓熹 陈颖熙 陈哲灏 孙雯婷 姜雨函 徐子昂 杨斯婷 周芷僮 黎宇熹 范晋勋 张恒宁

八 B  郭明野 许芷淮 张怀瑜 庄颖皓 朱芷涵  曾姵娸 李巧 王晨曦 肖子婷 沈天骐 张天悦

中级班(下) 邱佳铭 熊奕为 张启琳 彭昊洲 朱艺菲 陳景業 陈景裕

九 A 姜慧恩 陈家希 杨宥柔 黎宇诚 吴昌浩 李子露 孙瑞呈 周楠 尚学海亚 邝沛然 李书逸 黄佳慧 费莎莎

九 B 阚瑞轩 王熙雯 戴钰 尹健 林浩玮 朱可妮 赵芳菲 邓皓南 张瑞添 赵晨宇 刘奕蕙  王天羽 钟文婕

高级 任星涵 孙盈盈 李杰辉 唐语佳 姚钧匀 朱贝妮 唐嘉颢 谢昕彤 云浩原 郭佩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