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A 马城睿 李晨熙 王世东 尹昕瑜 Elaine 王子维 郭婉煊 郑煊怡 张玮庭 黄梓灏 赵澈 惠惠 Isaac

一 B 吴天任 陈亦珺 Shaun Gao Sophia wang 周若唏 吴涵茜 章嘉玥 刘礼恩 李嘉殷 张鲁豫 韩卓霖 Aiden Liu 许诗诗 金陆克 许舒妍

一 C 石泱泱 王冠权 赵安妮 郭沁竹 钱佑坤 罗知行 万乘月 陈天毅 王语霏 余思远 赵梓蘅 sophia cheng 邓岳桦 杨一一

一D 刘俊希 程诗棋 王蕙芷 张财俊 蔡锦泉 王语桐 宋坤煊 郑淳文 陈佳姈 黄婌婷

一 F(下) Iris Zhu Ethan Wu 杨允晴 Finley Ma 陈夏薇 Xander Gomez 李子安 郝泊睿 凯世Castell

二 A 蒋东霆 袁若橙 李艾熙 Maximus Xu 沈梓涵 李宇晨 明倩如 敖弘裔 后海茼

二 B 欧阳查理 汪鲲 Tyson Romeo 练芮嘉 史文昊 刘诺轩 刘步檬 吴佳宸 谢莞濛 李铭泽 刘昌俊 韩唐震家

二 C 崔诗涵 徐玮瞳 祁鑫媛 吴逸妍  严天宇  罗梓轩 邓心僖 吴佩珊 陈维亚 刘思远

二D 李芴 李彧 包礼豪 林思 董彦成 简嘉浚 陈鹿鸣 许茜茜 Amelie 陈爱

二 F(下) 孔祥穆 王治皓 何宝仪 谢青成 李安达 阳阳 陈思愉 杨振轩

三 A 杨子嫣 刘俊辰 符昱妍 张小醋 张慧阳 章珺,然、 李盈萱 李梓瀚 冯安迪 郑天乐 吴爱可 庞羽竣 卫若熙

三 B 李瑾妍 王升力 陈德星 吴昊 童童 谭思源 林泽元 蔡颖瑶 陆泓妍 陈志浩 陈天健 黄锦雍 Jackie 吴思琳 Eason

三 C 杨彤 李家宇 蔡昊霖 吴天行 马鹤宸 陈乐蒂 王鹏睿 黄栖茗 彭卓群 王祖懿 严昱俐 王语墨 杜若彤 周恩瑞

三 D 林于涵 王睿辰 文棣 张宗仁 郭梓 黄春禧 张鈞甯 朱恩乐

三 E（下） 郑梓琳 杨允诚 陈姝妍 刘诺涵 张翌凌 梁诗涵 张代伦 王予晴

四 A 时一涵 马毓阳 叶欢欢 陈星洁 王梓丞 吴羽茜 李玥 车龙飞 孙禄玙 侯然然 池坤晏 石鑫雅 李铭泽

四 B 艾江盈 巩礼擎 王城彬 周可泊 毕楷茹 李金霖 靳焱阳 Jonathan Ung 蔣孟思 田睿熙 季莉智 王培郦

四 C 南南 邱漪婷 林佩颖 黄丝珧 赵稳超 周鹤滕 骆一飞 沈宗莹 罗希言 程琪森 郭宸 温家童

四 D Gemma Kruska 林霄 练馨予 Bill Chen 钱聿忻 曹家合 邹佩吉 王元明 Mia Platis 吴昊东 周墨 欧阳露西

五 A 蒋东霖 小雪 徐新雯 金雨桐 李沁瑾 郑筱雅 杜赞 施伊涵 张皓宸 杨萌萌 马艺心 韩卓儒

五 B 陈思颖 陈千予 张珮霓 刘云龙 Constance Cheng Nathan Chen 黄晨曦 郑媛元 李伊然 陈怡洁 胡亮俊 赵澳 牛瀚清

五 C 傅思特 官佰睿 杨佑珺 周宁远 鲁瑷萌 杜若瑜 林珊珊 陈佳欣 雷梓沫 孙怡辰 杰明 陆豪

五 D 向伊伊 袁大智 杨君昊 杨君煦 肇依佳佳 姚玉龙 袁若熙 吴迪 马煜棋 邱美诗

五 E 丁旺平 赵文璟 陆昭彤 沈业恒 王子玥 俞涵譞 张晨藩 程琪淼 田翀宇 郭飒博 庞羽涵 黄伊睿

六 A 田明瑞 黄偲旋 王安怡 李鑫怡 蔡沛然 吴泽析 陆东炜 郑泉 程风豪 杨韫尘 林歆瑶 吴俐微 陈子羿 解子媛 沈思桐

六 B 杨家乐 郭峻宇 孙瑞 万承睿 李梓滟 詹咏涵 孙琪 陈昱名 符恬宁 侯果果 冯姃怡 符偼瑜 陈念华 徐鸿炜

六 D 陈墨瑄 何昱琦 雷梓晴 赵晨希 姚羽恒 陈李梁 陈劭嵻 傅韵琪 郭依凌 伍馨仪 粟曦予 王鹏禹 龙思铭

七 A 马艺航 马梓允 罗婉桐 罗培原 官栢僖 王语童 小吉 周偕礼 蒋孟念 薛可欣 张妍怡

七 B 庄依霖 邱漪伶 房引彦 赖玲娜 钱家庆 王翰墨 张晨亮 冷杰明 王子玥 张金阳 黄天恩 蔡景暘

七 C 梁栩诺 孙禄珂 夏立轩 黄丽蒨 徐子雯  王嘉峻 Eva Robertson 唐念莹 钱聿恒 陈煜森 Brad Zhang

八 A 候云舒 柴尔媛 丁宁静 李天渝 姜廷哲 牛晚清 彭朝洋 蔡昊鹏 何泽平 钱博恩 施柏宇  倪筱圆 邱国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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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B 陈依依 杨墨 鲁锡霖 方有仁 佟星瑞 姚羽谦 Jaden Lian 王馨逸 李思诚 余浩 魏琚湲 邓浩骏 徐彬耀 林毓琪

九 A 朱丽嫱 王姝菡 郭浩维 黄丽燕 Nancy Chen 伍廷缙 刘睿 孟元紫 胡澳祺 黄熙越 胡鹤然 郑添棋 沈欣怡 陈国仁

九 C 刘晓 柯若琳 刘懿瑄 黄嘉澳 李嘉琪 王鑫墨 赵蕊 林睿阳 赵晟 郭力涵 陈蔚然

高级A 赵念乔 张妍妍 王笑然 许嘉 郭沁园 杨羡尧 刘慧琳 王思琪 李慧翎 王子皓 刘轩溢 王程禹 季欣睿

高级B (下） 沈怡然 磨俊亨 刘歆艺 陈嫣然 张翰宁 刘欣睿 李梦麒 周桦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