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 姓名 学号 服务单位 班级 姓名 学号 服务单位 班级 姓名 学号 服务单位

初一忠 许君穂 21244 辅导 初三爱 吕吉成 18215 资讯 高二信 何宇鹏 17218 体育

初一仁 张糅绚 21245 图书 初三爱 郑纪禾 19182 宿舍 高二信 林凯儿 17322 图书

初一信 罗志扬 21278 教务 初三信 张景昱 19223 体育 高二义 刘雯蕙 17108 美术

初一义 杜承翰 21328 体育 初三信 黄德伦 19152 总务 高二义 邱凯乐 16353 训育

初一义 江勇运 21141 资讯 初三义 金尹滢 19211 体育 高二义 杨富胜 17204 图书

初一和 郑宇哲 21215 体育 初三义 林勇宏 19272 教务 高二义 林怡鎵 17097 美术

初一和 黄宁 21294 训育 初三义 吴瑜馨 20905 图书 高三理2 李长锦 16110 辅导

初一平 林添诚 21232 体育 初三义 林建宇 19070 社推 高三理2 黄国健 16370 美术

初一诚 陈家仁 21004 资讯 初三义 蔡利敏 19114 图书 高三理2 张安璇 16044 教务

初一诚 林明静 21189 图书 初三义 林仪庭 19174 校长 高三忠 邹芷彤 16182 训育

初一诚 吴宇晨 21100 总务 初三义 谢美婷 19311 图书 高三孝 周　敏 16291 总务

初一正 林轩禹 21325 总务 初三和 陈诗湧 19264 总务 高三孝 黄玟瑄 16087 图书

初二忠 吕暉苠 20076 图书 初三和 林迎禧 18276 训育 高三孝 李恕勇 16323 体育

初二忠 卓霖萱 20209 图书 初三平 陈韵仙 19247 图书 高三孝 黄楚萦 16179 图书

初二忠 吴凯森 20276 训育 初三平 邱凯欣 19273 资讯 高三仁 徐苑芝 16156 图书

初二仁 颜晋融 20354 体育 初三平 冯可颖 20912 训育 高三仁 陈凯霜 15087 体育

初二仁 颜晋邺 20355 史料 初三平 蔡瑞泽 19241 资讯 高三仁 刘俊铭 16376 体育

初二仁 徐哲雅 20343 体育 高三爱 陈原荐 16373 教务

初二仁 黄田浩 20172 训育 高一忠 黄斌芯 18122 教务 高三爱 施承材 16312 训育

初二爱 林静欣 20346 训育 高一忠 郑云鸿 18179 宿舍 高三爱 张婉萍 16162 总务

初二爱 吴瑜薇 20249 图书 高一忠 李恩祺 17147 图书 高三爱 吴嘉慈 16240 资讯

初二爱 郑珮瑜 20183 体育 高一孝 黄佳慧 18199 联课 高三爱 张鹤彬 15118 总务

初二信 王韦皓 20358 资讯 高一孝 郑祈雋 18210 宿舍 高三爱 张恩绮 16247 图书

初二信 陈鼎锋 20067 资讯 高一仁 陈博扬 18221 图书 高三爱 蔡慧俞 16166 联课

初二信 梁上进 20259 图书 高一义 黄祖儿 18017 美术 高三信 陈宇萱 16153 教务

初二信 黄伟杰 20112 体育 高一义 钟楚卉 18204 美术 高三信 李天心 16054 图书

初二义 卢芊彤 20089 图书 高一义 周志翔 18078 资讯 高三信 欧阳金发 16022 宿舍

初二义 周祉微 20317 资讯 高一义 江勇诚 18310 总务 高三信 陈元錡 16207 图书

初二义 叶凯铃 20302 资讯 高二理1 金尹煣 17329 教务 高三义 吴重勋 16248 体育

初二义 余子萱 20065 训育 高二理1 李亦丰 17257 体育

初二和 颜伟杰 20194 联课 高二理1 林可欣 18910 教务

初二和 施俊荣 20353 总务 高二理2 林荣顺 17241 训育

初二平 梁雯瑄 20091 总务 高二理2 林恺韫 17011 图书

初二平 黄伟盛 20113 图书 高二理2 罗美琳 17310 音乐

初二平 廖敏言 20074 总务 高二忠 李文心 17096 教务

初二平 郑　川 20333 图书 高二忠 李宏量 16379 体育

初二平 林明思 20072 社推 高二孝 陈诗泓 17249 教务

初三忠 梁竣展 17137 资讯 高二孝 张惠秢 16303 宿舍

初三忠 曾善美 19118 总务 高二孝 陈晋陞 17304 体育

初三孝 吴凯泓 19031 图书 高二仁 杨靖涵 17072 体育

初三仁 李韦仪 19052 图书 高二爱 黄势竑 17168 总务

初三仁 游宇霏 19169 联课 高二信 李欣眉 17136 史料

初三仁 黄慜譞 19009 图书 高二信 黄鍒儿 17099 辅导

初三仁 吕糅祎 19074 教务 高二信 刘志勇 17306 总务

初三爱 林欣钿 19262 教务 高二信 许惟婷 17276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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