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新生录取名单 

本校的 2021 年新生录取名单经已公布，名单如下： 

丘于玄 丘先乐 丘美恩 丘芷绮 云祐程 仇奕蒽 伊莉娜 伍家佑 伍思聪 伍桀葳 

伍沂恩 伍素萱 伍芯锐 伍钧铭 伯妍欧 何伟杰 何伟森 何俊延 何启轩 何啟铨 

何嘉怡 何嘉琦 何家兴 何智轩 何梓申 何沁穎 何芊潓 余佳靖 余渊阳 余芷彤 

余芷萱 侯千惠 侯嘉铭 侯权恩 侯铭伟 倪浩哲 倪锦龙 全敏晴 关煜衡 关绍捷 

关羽伶 冯友成 冯意婷 冯沛墘 冯钲翔 冯馨琳 凌婧 凌艺心 刁浩轩 列靖谦 

刘仲翊 刘佳琪 刘依涵 刘冠佑 刘凯萱 刘勇康 刘勇颉 刘启颖 刘咏恩 刘嘉慧 

刘嘉琪 刘嘉瑾 刘国安 刘国轩 刘姗彤 刘子瑜 刘宇恒 刘家凯 刘家齐 刘尚言 

刘展毅 刘峻荣 刘彦仪 刘恝妤 刘恩彤 刘恬妤 刘慧铧 刘承澔 刘文曦 刘晋翔 

刘晓晴 刘智健 刘欢仪 刘欣瑜 刘永笙 刘泇伶 刘泰麟 刘益豪 刘礼维 刘绍辰 

刘翰霖 刘芊柔 刘芯如 刘芯妍 刘芯瑜 刘荣皓 刘莲花 刘语湏 刘语璇 刘谊嘉 

刘豪智 刘重亿 刘靖柔 刘馨妮 劉宇喆 区佩雯 区艺腾 區菀琳 卓迎瑞 卜于恩 

卜慧沁 卢俏洏 卢卉欣 卢欣妍 卢沺综 卢王彬 古轩闻 古雨澔 叶俊宏 叶俊汐 

叶俊颉 叶健辉 叶兆斌 叶劲皞 叶千绮 叶嘉轩 叶子琳 叶子贤 叶宇芯 叶宗达 

叶宣伶 叶家传 叶家安 叶恩 叶承一 叶敬賢 叶斾君 叶旻芊 叶星佐 叶晏嫣 

叶晴儿 叶晴嘉 叶枷岑 叶柔恩 叶柔瑄 叶梁宇慧 叶楷诚 叶泰伸 叶洢杏 叶玮轩 

叶祺哲 叶禹疌 叶秀兰 叶紫涵 叶纹希 叶耀峰 叶芯廷 叶芯𢖵 叶鉴程 叶铠燊 

叶锦恩 叶锦阳 叶雯瑄 叶靖芠 吕俊松 吕柏杨 吕梦婷 吳展毅 吳念恩 吴京倍 

吴伽晖 吴佩芪 吴健轩 吴咏晴 吴嘉睿 吴妍柔 吴婉宁 吴展乐 吴彦悦 吴林苗炜 

吴柏劭 吴欣颖 吴济芬 吴淑鈞 吴美欣 吴美琪 吴苡宁 吴苡瑄 吴运谦 吴采谣 

吴铭源 吴雨桐 周启信 周文靖 周楗宸 周欣颖 周汶希 周瀚泽 周盈盈 周祉萱 

周美彤 周美莹 周芯谊 周采煊 周靓瑜 唐佩瑜 唐政煊 唐鋕沣 姚力维 姚宇桉 

姚志谦 姚维杰 孙子捷 孙怡杏 季煜博 宋奇哲 宋宛蓁 宋巧然 宋紫萱 尤楷竣 

岑宇迎 岑家乐 岑岢倛 岑岢恩 岑恺恩 岑翠珊 崔皓捷 崔鑫楷 巫伟斌 巫婧萱 

巫紫琳 师绍伦 庄幸霓 庄永乐 庄紫萱 庞欢庭 廖俊儯 廖倩妮 廖健强 廖其轩 

廖凯欣 廖凯镒 廖子盛 廖宏泰 廖恩宜 廖文賓 廖津宏 廖玄彬 廖艾漩 廖莅翔 

张世恒 张主恩 张伟杰 张佳键 张俐旋 张凱丰 张博轩 张可怡 张嘉纹 张城伟 

张奕 张嫣芯 张嫣芳 张宏泽 张家恺 张展翔 张康昊 张恩祈 张惠彦 张敬腾 

张易榆 张晋耀 张景皓 张景翔 张智勇 张正鍏 张毓恩 张泀语 张浩铭 张淑仪 

张淑圆 张淳信 张渝翔 张瀞允 张睿倪 张筱竺 张茵彤 张菁文 张薇丽 张谨理 

张钲鸿 張芷宁 彭倍萱 彭千殷 彭嘉恩 彭晓仪 彭智盈 彭永霖 彭炜恒 彭裕翔 

徐启睿 徐咏琦 徐靖恩 戴可颖 戴宇辰 戴紫琦 戴翰森 房健锋 房兆泉 文颢谚 

方歆茜 方贝妮 曽子瑄 曾佩莹 曾佳怡 曾军翔 曾子恩 曾家贤 曾廷裕 曾心沂 

曾显婷 曾暐哲 曾栐鈞 曾梓烽 曾梓銜 曾棋慧 曾毅正 曾瑜筠 曾竣熙 曾筱惠 

曾芷瑄 曾英杰 曾莉凯 曾诗敏 曾诚玮 曾霈林 曾靖栎 曾骏翔 朱允羡 朱哲立 

朱嘉恩 朱楷泽 朱稼挥 朱绘璇 朱苇琳 李乐谊 李仲杰 李伟伦 李伟权 李佳凝 

李佳恩 李佳美 李侒錡 李依倩 李健浩 李健良 李儒德 李儒敏 李儒渊 李卓峰 

李卓林 李嘉琪 李嘉蔚 李婧瑶 李嫣 李子義 李宇童 李家乐 李家晋 李家訸 

李家谊 李家贤 李宸庆 李富承 李希羽 李志宏 李怡恩 李振扬 李政翰 李昕豫 

李景尧 李梓绮 李欣悦 李欣茹 李汶泽 李洁琳 李洺希 李浚荣 李浿语 李玗政 

李玟莹 李玟萱 李璧璇 李甜 李盈璇 李紫琪 李紫瑄 李绅铭 李绍玮 李经慷 

李芯恩 李訢丽 李鎧文 李钰婷 李铭思 李隽辉 李雅萱 李雨哲 李雨雯 李雪宁 

李骏浠 杜家乐 杨何琪 杨子乐 杨宇洋 杨宛霓 杨宸睿 杨展誉 杨恩熙 杨敏慧 

杨敏琦 杨敏莙 杨智惀 杨玮慈 杨珮瑜 杨皓栋 杨程势权 杨芷筠 杨语晗 林乐宥 

林于傑 林佳莹 林佳颍 林俞妡 林健锋 林元亨 林凯文 林凯源 林凯炫 林凱毅 

林勇翔 林喆熹 林嘉辉 林嘉雯 林城佑 林天皓 林奕仪 林妤玹 林子姗 林子瑜 

林宇嫣 林家丞 林展锋 林弘祎 林彦颐 林彩鈶 林心怡 林怡宏 林恬宇 林恺希 

林成衍 林政玮 林明仁 林晋宏 林晋慧 林普凡 林景铜 林智文 林杏玹 林杰立 



林松江 林枷楹 林柏延 林楷斌 林楷洋 林楷航 林欣蕙 林正扬 林永哲 林永轩 

林沛蒽 林泽田 林洁恩 林煜新 林玮倩 林珂盈 林相均 林立韩 林纬宸 林聖儫 

林舒亦 林艳欣 林芯卉 林芯妤 林芯贝 林芷萱 林芷颖 林贞彤 林鈊洳 林铂策 

林雍智 林靖善 林韋延 林韦宏 林韦杏 林韦沅 林颖宣 林馨美 柯佳翔 柯孔明 

柯桐云 柯渊博 柯訢珆 梁宜惠 梁慧远 梁晋楷 梁晞芹 梁永康 梁浩栋 梁瑜芯 

梁盛凱 梁祖铭 梁综恩 梁舜瑶 梁蕙妍 梁铭泽 梁铭轩 梁靖弘 欧文瑄 欧阳州 

欧靖瑄 江冠羲 江咏琪 江善巧 江珈莹 江疌蔚 江紫欣 江芊霖 汤厚哲 汤悦 

汤承晋 汤蓥瑄 沈俊宏 沈唯凡 沈妏颖 沈恩彤 沙皓阳 洪宇萱 洪承轩 洪振轩 

洪珍妮 温凯杰 温埝杞 温子盈 温家全 温芯怡 温裘锐 温轩毅 温韪丞 潘乾卉 

潘俊辰 潘可熒 潘嘉佳 潘宗恆 潘政宇 潘柯慬 潘梓轩 潘沚釤 潘泇璇 潘豫 

熊紫杏 王伟全 王伟宾 王和之 王嘉哲 王嘉雯 王堇嘉 王塏欣 王婞妍 王宇煊 

王愉君 王振轩 王文柏 王晓谣 王梓淇 王楷政 王楷钲 王欣堬 王毅帆 王洁颖 

王浚勇 王玥珩 王玮宁 王甲丽 王粝婷 王羡雯 王詩睿 王钧同 王锦涛 王隽凯 

王颖欣 玛丽阿娜 生田信吾 田岩申 白子亿 白扬娜 盧紫珊 石哲郗 石宇颜 石洇碹 

程樂 程永豪 章佩欣 章家彦 符嘉琦 符妤瑄 符式锃 符策然 管书睿 米紫瑄 

纪惠燕 维丽莎 维拉纳斯 罗予宏 罗可芸 罗婧摁 罗家俊 罗巧恩 罗昇勇 罗浩东 

罗珮嫣 罗苡瑄 罗长月 罗靓恩 美雅 翁家悦 翼腾 聂智正 胡哲语 胡嘉瑜 

胡宛廷 胡慧群 胡楷岚 胡永善 胡瑞秦 胡紫萱 胡钦尧 胡铠文 苏予砚 苏伟宏 

苏俊哲 苏健璁 苏凯晴 苏启文 苏宣霓 苏思融 苏恩弘 苏成名 苏文尉 苏文萱 

苏晋维 苏有为 苏楷晋 苏淨慧 苏湘淯 苏祖阳 苏纹妃 苏航申 苏芷优 苏芷晴 

苏芷萱 苏译和 苏雨阳 苏雪蓥 苏齐豪 苗思瑶 范楷瑩 莊旻澔 莫凯淇 莫尊翔 

莫明胜 萧子斌 萧柏乐 萧腾韦 萧裕璇 蓝元佑 蓝如嫣 蓝心妤 蓝浿訢 蓝紫瑄 

蓝蔚琼 蔡儒仪 蔡卓嚴 蔡嘉妮 蔡子菲 蔡彦乐 蔡心洳 蔡恒丰 蔡晓仪 蔡晨畯 

蔡汶臻 蔡沁林 蔡沚恒 蔡瀞莹 蔡瑞祯 蔡皓雯 蔡碧仪 蔡筱渲 蔡荐邦 蔡蕙如 

蔡裕楷 蔡鎧圣 薛宇恩 袁伟轩 袁子程 裴宇瑄 裴錥澄 覃裕宝 詹凯芯 詹咏欣 

许俊曜 许凯晴 许凯晴 许咏思 许咏欣 许嘉恩 许婉祺 许婕诗 许子丰 许敬全 

许洁妮 许禹正 许静辉 谢咏恩 谢坤桐 谢子盈 谢岩佑 谢征呈 谢征琏 谢旆琪 

谢昕珆 谢欣晏 谢欣曈 谢玟潔 谢琪颖 谢鎮豪 谢鑫炎 谢长霖 谢馨颖 谭冠霖 

谭力恺 谭如绚 谭宇枫 賴首丞 贾雅让 赖威畯 赖晋贤 赖祳湙 赖雯轩 赵升 

赵崇博 赵怡 赵瀞仪 赵绍彣 赵芷颖 车珉京 辛咏阳 辜玥铜 达努斯 连信哲 

连钿怡 邓愷瑩 邓诗霖 邓迦文 邓静蒽 邝乃立 邝宣乐 邝家浩 邝庆怡 邬汇斌 

邱怡晶 邱慧心 邱浩翔 邱钲杰 邱靖茹 邹芷鋆 郑义燊 郑伊琁 郑凯乐 郑凯安 

郑凯誉 郑凱丰 郑凱烽 郑品纶 郑子妍 郑宇彦 郑宇晴 郑宇玹 郑嶠俊 郑恺汉 

郑慧中 郑慧儿 郑敏雯 郑杰磊 郑永恩 郑炫熙 郑熙 郑珈骏 郑竣仁 郑芷怡 

郑芷欣 郑芷瀅 郑芷萱 郑芷萱 郑荣瀚 郑莉妍 郑贾筑 郑逸贤 郑钧泽 郑铠毅 

郑雁文 郭仁杰 郭奕均 郭恩仪 郭施杰 郭晋铭 郭泇妤 郭洳杏 郭皓贤 郭锦涛 

郭镇宇 鄭勇洋 金序俊 金恩慧 钟乔敏 钟佳凌 钟绍轩 锺释龙 阮欣怡 陆勇霖 

陆嘉芊 陆政宇 陆芊妤 陈丽晴 陈乐儿 陈乙颉 陈京妮 陈佩绮 陈佳欣 陈依慧 

陈俊铭 陈俊齐 陈俐廷 陈信文 陈健暐 陈冠佑 陈冠霖 陈勇俍 陈启泓 陈启轩 

陈品谚 陈善甯 陈嘉嫣 陈国生 陈奕宏 陈奕恺 陈奕琳 陈姝曼 陈姵伊 陈姿杏 

陈姿霖 陈宇哲 陈宇暄 陈宇田 陈宇镛 陈宣妤 陈宣颖 陈宥升 陈尊铭 陈展鸿 

陈幸怡 陈庆庭 陈廷瑄 陈建伟 陈彦作 陈彦喆 陈彦思 陈彦辰 陈彩云 陈彬蕙 

陈思琳 陈思荟 陈思錡 陈怡卉 陈怡欣 陈怡璇 陈政宇 陈新翰 陈昱彤 陈显善 

陈晓萱 陈智悦 陈杰亮 陈柏宇 陈柏铮 陈柔杏 陈柔桦 陈柔颐 陈榆芯 陈歆亲 

陈歆蒽 陈歆霓 陈毅燊 陈永裕 陈泓宇 陈泓彰 陈浿訢 陈淑音 陈漩蔚 陈炜翰 

陈玟旭 陈皆任 陈盈文 陈盈颖 陈睿轩 陈祈荣 陈祖铭 陈祯泰 陈禹沛 陈立譞 

陈筱璇 陈纪廷 陈纬铭 陈美伊 陈育恒 陈舒恩 陈芊亦 陈芝灵 陈芯怡 陈芷恩 

陈芷森 陈芷琪 陈芷譞 陈葸蒽 陈诗颖 陈语扬 陈语涵 陈贤泽 陈贾燊 陈鈺盈 

陈铠翔 陈铭彬 陈锦泰 陈镜安 陈雪颖 陈靖宁 陈韦伶 陈韦杉 陈音琴 陈颖娴 

陈颖绮 陈骏豪 陳泀穅 陶晓琳 雷瀚晴 韩敬贤 颜兀钤 颜可莹 颜幸柔 颜慧轩 



颜炜恒 颜美儿 颜芯榆 颜诗傑 颜鑫德 颜钧倪 颜靖满 饶嘉蕙 饶旭恩 馮俊权 

马天欣 马子熙 马希雯 马浚言 骆梓怡 高亦焌 高子晋 高峙 高钲杉 魏余恩 

魏嘉佃 麦嘉恩 麦馨予 黃子森 黃彥翔 黃筠茜 黃靖倪 黄丞悦 黄乐彤 黄乐文 

黄乙轩 黄书汉 黄于嫣 黄于恩 黄于恩 黄众兟 黄佳怡 黄俊乐 黄俊杰 黄俊翔 

黄健一 黄健宁 黄兆杰 黄冠铭 黄凯泽 黄凯肇 黄凯赜 黄善靖 黄嘉容 黄壹文 

黄妍欣 黄威融 黄婧茹 黄子晴 黄子桐 黄子欣 黄子璐 黄子芯 黄子莹 黄子轩 

黄宝瑜 黄宥庆 黄家伟 黄崇轩 黄崇辕 黄康耀 黄建文 黄彦凱 黄彦博 黄心唯 

黄心盈 黄思璇 黄恒斌 黄恩璇 黄恺乐 黄敏俞 黄敏聪 黄敬惟 黄敬程 黄敬轩 

黄文瀚 黄旆语 黄日康 黄旨言 黄昱桦 黄晋谊 黄智彦 黄曼萱 黄楚夷 黄欣蕾 

黄毓晴 黄永康 黄沛颀 黄洁盈 黄浚浩 黄浩康 黄浩洋 黄淇轩 黄渝雯 黄湘晴 

黄湘涵 黄熠晴 黄琬晴 黄琮程 黄祺智 黄秋璇 黄纬康 黄绍维 黄羽妍 黄舒雲 

黄艺嘉 黄芯怡 黄芷萱 黄茄隽 黄蒽浠 黄诗茹 黄诗茹 黄采儿 黄鏆程 黄钇甯 

黄铉茹 黄锡瑾 黄雪儿 黄雪瑜 黄雪翊 黄靖怡 黄靖轩 黄静暄 黄静翔 黄韵晴 

黄鹏宇 黎历杨 黎嘉恩 黎子瑜 黎恩 黎柔敏 黎紫嫣 黎芯怡 黎雪莉 龍登丰 

龙珈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