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助学金名单及服务单位（第一梯次） 高三生

初二生 高一生 高三理1 金尹煣 17329 教

初二忠 吕届恩 21323 资讯 高一理1 蔡竣元 20913 体育 高三理1 李亦丰 17257 体

初二忠 罗志扬 21278 教务 高一理1 李韦仪 19052 图书 高三理1 林可欣 18910 教

初二忠 林明静 21189 图书 高一理1 吕糅祎 19074 教务 高三理1 陈纯净 21902 联

初二忠 杜承翰 21328 体育 高一理1 郑鍼霖 19192 图书 高三理2 庄昇杭 19904 教

初二仁 张糅绚 21245 图书 高一理2李佩[兒阝] 19158 图书 高三理2 林荣顺 17241 训

初二义 吴宇晨 21100 总务 高一理2 吴凯泓 19031 图书 高三理2 林恺韫 17011 图

初二和 黄安琪 21130 联课 高一理2 蔡利敏 19114 图书 高三理2 罗美琳 17310 教务

初二和 郑宇哲 21215 体育 高一忠 林欣钿 19262 教务 高三忠 李文心 17096 教

初二平 许君穂 21244 辅导 高一忠 郑纪禾 19182 宿舍 高三忠 李宏量 16379 体

初二平 黄楷欣 21274 图书 高一忠 邱凯欣 19273 资讯 高三忠 杨富胜 17204 图

初二平 林添诚 21232 体育 高一忠 吴文聰 19141 训育 高三孝 陈诗泓 17249 教

初二诚 蔡子洋 20305 总务 高一孝 冯可颖 20912 训育 高三孝 张惠秢 16303 宿

高一孝 吴瑜馨 20905 图书 高三孝 陈晋陞 17304 体

高一孝 林迎禧 18276 训育 高三孝 刘雯蕙 17108 图

初三生 高一孝 陈韵仙 19247 图书 高三孝 林怡鎵 17097 图

初三忠 王韦皓 20358 资讯 高一仁 谢美婷 19311 总务 高三仁 杨靖涵 17072 体

初三忠 陈鼎锋 20067 资讯 高一仁 林勇宏 19272 教务 高三仁 陈桔澎 17270 辅

初三孝 徐哲雅 20343 体育 高一仁 林仪庭 19174 校长 高三爱 黄势竑 17168 总

初三孝 曾婉瑜 21917 宿舍 高一仁 陈诗湧 19264 总务 高三爱 李子彬 17139 总

初三孝 陈玉婷 19210 图书 高一仁 蔡瑞泽 19241 资讯 高三爱 罗伟兴 17220 图

初三孝 梁上进 20259 图书 高一爱 谢歆缘 19076 图书 高三信 李欣眉 17136 社推

初三仁 颜晋融 20354 体育 高一爱 张景昱 19223 体育 高三信 黄鍒儿 17099 辅

初三仁 颜晋邺 20355 史料 高一信 金尹滢 19211 体育 高三信 刘志勇 17306 总

初三仁 黄田浩 20172 训育 高一信 林建宇 19070 社推 高三信 许惟婷 17276 图

初三仁 蔡楚羚 20171 图书 高一信 郑仪歆 19181 总务 高三信 何宇鹏 17218 体

初三爱 林静欣 20346 训育 高一义 吕吉成 18215 资讯 高三信 林凯儿 17322 图

初三爱 吴瑜薇 20249 图书 高一义 曾善美 19118 总务

初三爱 卢芊彤 20089 图书 高二生 初一生

初三爱 余子萱 20065 训育 高二理1 王宏骏 18146 资讯 初一忠 郑媛涵 22325 图

初三爱 黄勇杰 21904 图书 高二忠 李恩祺 17147 图书 初一孝 林世豪 22258 总

初三信 吕暉苠 20076 图书 高二孝 黄佳慧 18199 联课 初一孝 吴俊央 22256 总

初三信 黄伟盛 20113 图书 高二孝 张良恩 18317 训育 初一孝 陈羽萱 22001 图

初三信 廖敏言 20074 总务 高二仁 郑祈雋 18210 宿舍 初一仁 林慧欣 22050 联

初三信 张惠莹 21915 宿舍 高二仁 黄祖儿 18017 教务 初一爱 邱于恩 22083 体

初三义 郑珮瑜 20183 体育 高二爱 周志翔 18078 资讯 初一信 杨宇升 22042 总

初三义 周祉微 20317 资讯 高二爱 李承骏 16272 体育 初一义 卢传锐 22268 训

初三和 叶凯铃 20302 资讯 高二信 黄斌芯 18122 教务 初一和 郑钰梅 22326 图

初三和 黄伟杰 20112 体育 高二信 郑云鸿 18179 宿舍 初一和 谢紫灵 22213 图

初三和 梁雯瑄 20091 总务 高二信 钟楚卉 18204 图书 初一和 刘恩希 22068 资

初三和 林明思 20072 社推 高二信 林家定 18297 训育 初一平 蔡婧萱 22016 训

初三和 卓霖萱 20209 图书 高二信 叶世丰 18021 体育 初一平 陈恩祺 22171 体

初三平 颜伟杰 20194 联课 高二义 陈博扬 18221 图书 初一平 黄势誉 22040 总

初三平 施俊荣 20353 总务 高二义 江勇诚 18310 总务 初一平 余心茹 22153 资

初三平 吴凯森 20276 训育 高二义 钟秉翰 18123 教务 初一诚 胡晟俊 22901 教

高二义 蔡贯颉 18264 总务 初一诚 郑晖耀 22914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