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风 黄思媛 朱茗嫣 汤景璇 李艾特 唐嘉豪 张嘉怡 薛欣愉 朱菡雯 曹翔然 张晋源  李卓卿
钱力 焦子桐 杨亦琳 张轩铭 申浩然 唐思渊 吕佳桐 刘培丰 王崇文 陆凯怡 吴佳怡 黄可毅
王喆 陈佳玥 傅籽杉 庄颖熙 邹梓琪 张宸 刘俊恩 郑铭 许欣月 张洞明 高柏
冯桥（VCE） 许佩儒 江芷萱 何娴斯 陈思敏 黄明心 马嘉仪 刘豪祥 林奕扬 史君怡 杨颖琪
冯桥（IB） 朱贝蕾 李响 黄紫圆 黄瑞麒 彭昊洋 徐欣桐 张鑫珠 俞悦 杨璐珠 韩爱迪 李水蓝
王少清 栾奕 马伊彤 刘凯伊 刘凯伦 陈晓涵 史宏飞 李珈凡
高洁 赵子萱 王嘉寻 刘洋 韩王予 黄彦翔 钱艺颖 刘鑫 庄卜玮
高洁 叶震 谷黛 戎燊 黎灿辉 明任同 郭筠臻 田欣珂 林诺澄
苏培 王心亦 章家诚 张素尔 黄祺娴 周梓晨 邱美萱 刘政昊 刘逸扬 刘楷琦 战泽瑞 朱星宇
王野秋 盛诗诺 刘杨洋 周慧美 来墨雨 林睿知 李海瑜 黄丽芸 陈振添
朱 计馨冉 陈祖熙 李祥瑞 李昊泽 陈咏乐 颜羽昕
曹静 李霖先 孙于墨 胡家藩 藍子函 陆奕炜 管清阳 林嘉奇 金传泽 赵凯欣
赵薇 白琳 蔡懿心 张天宇 王铱帆 胡加齐 施懿莉 何琳达 陈若曦 何仁浩
山蓝（六上午） 赵菲扬 陈思晗 张巍瀚 徐汝玉 陈颖慧 张天霖 曹煜 师梦琦 郝悦辰 丁雅萱
山蓝（六下午） 李莎 范嘉卉 陶天瑛 叶佳伟
山蓝（日下午） 赵琪蓝 张紫欣 黄翘楚 王元博 董滨毓 丁弈诚 李嘉翀 陈墨林 陈彦臻
夏洁（六上） 钟朝欣 曾雅琳 徐小涵 刘亦灵 林泽安 谢乐美 蔡艳丽 钟碧霖 成彦行 翁康康
夏洁（六下） 林合熙 宋俊谊 匡昱臻 柯均昊 蔡骆冰 廖雅茜 马筱薇 朱帅丞 刘子芊 唐明轩 郑曦 傅蓝萱
李汉京 （周六上） 黄子耘 徐一瑄 谢子墨 傅亦乐 刘仕博 沈明姸 朱振宇  方一名 曹爱多 宋骐成 赵耀 吴翼舟 张雨琛
李汉京 （周日上） 邵煜淇 张子琪 陈雨虹 钱乐乐 祁嘉淳 黄逸宸  张嘉宝 林洋峰 张泓恺 李孚 林欣盈 郭文博 婷瑄
葛予恬（周日上午） 阮语桐 梁曦文 陈子瑜 彭可晴 章含天 宋屹喆 石致远
葛予恬（周日下午） 田林娜 许乐安 伍凯亮 孙书涵 陈美梅 赖星佳 黄修心 周圣智 樊理
葛予恬（周日下午） 顾希 
刘文霞 卡丽娜 李姝霏 陈嘉欣 李沐雨 徐子睿 胡朝晖 李邦智 蔡颖恒 汪维轩 梅思远
刘文霞 周伊可 杨丛鸰  陈安淇 
王慧明（周六下午） 林恩馨 刘爱文 张Andrew 张微乐 赵冠淳 徐安迪 严梓英 陈语轩 刘悦 陈想
王慧明（周六下午） 靳子锐 柯竺君 涂仁立
王慧明（周日上午） 黄子澳 孙嘉萱 蔡佳讯 苏美瑜 陶沁元 田茁涵 周文慧 杨宏恩 郭晨昕 郭浩洋 李楚玥 邵祯麒 周悦
王慧明（周日上午） 宋紫丰 陈鸣 梁钧皓
方颖 武思彤 黄馨乐 周奕廷 冯诗雅 王佳赟 李紫溦 张金霏 郭晓轩 卢鲭骅 裘露 赖睿杰
王珏  吕铭润 朱芷仪 陈思言 吴锦涵 黄子金 金子黄 时坚 尹正睿 黄可儿
张东梅 李依 姬逸文 郭庚书 王俊哲 陈俊涵 崔茹琳 王嗣升 王嗣友 周昇宇 周炜钧
任莉莉 施承慧 王唯至 张序昀 刘安妮 阚司童 吴思敏 王云甲 林俊睿 汪雨菲 朱盈 李思祺 陈露晞 问依琳 张晓凡 信心
董青 董馨群 胡津硕 彭弋丁 冯少晴 祝启轩 杨帆 叶思明 朱翰霖
徐六上 吴道桢 郑婕彤 刘丹凝 吕善娴 颜秉成 吴卓瑜 程睿龙

申屠晨冉 张弥弘 李莹娜 李莹莹 翁合
徐六下 甘欣宁 洪雅楠 刘秉家 梁景雯 梁景程 王瑾琳

甘铠诚
徐日上 孙添怿 黄政翰 吴雪婷 胡伊言 祝悠悠 乔一

吴浚铭 林驪儀

新金山中文学校 VCE 2022年度优秀名单

最佳学生 优秀学生 学习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