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华语时事问答比赛（初赛）通知 

日期：29/7/2021（星期四） 

时间：第六节（班会）网课时间表是 11:50am 

进行方式：quizizz live 答题 

      （答题链接将于初赛当日透过电子邮件发给参赛者） 

报到方式： 

报到链接已于数日前发到参赛者们的学校电邮信箱，请有参加 2021 年华语时事问答比赛的同学去检查

自己学校的 email，需要点击里面的链接完成报到手续。 

 

⚠️温馨提示：请参赛者们在班会课开始之前点击衔接，完成报道手续。 

 

 
各年度参赛者名单： 

初一年段  初二年段  初三年段 

班级 参赛者 学号  班级 参赛者 学号  班级 参赛者 学号 

初一忠 方怡潼 21035 初二忠 胡笛 20149 初三忠 郑嘉诚 18205 

初一忠 吕东靖 21059 初二忠 石文斌 20240 初三忠 苏立申 18250 

初一孝 黄旭涵 21078 初二孝 杜武轩 20261 初三孝 魏维涛 19051 

初一孝 郭钰君 21218 初二孝 张芳瑞 20167 初三孝 陈雷盟 19011 

初一仁 黄炜琪 21334 初二仁 邱缃芩 20260 初三仁 龚俐宏 19048 

初一仁 蒋瑀 21247 初二仁 陈麒仁 20095 初三仁 黄康向 19034 

初一爱 郑宇涵 21144 初二爱 杜芊慧 20019 初三爱 黄美熙 19218 

初一爱 周淑甜 21207 初二爱 杨羿新 20049 初三爱 陈宥霖 19291 

初一信 苏欣毓 21042 初二信 卓榀炫 20029 初三信 刘政阳 18193 

初一信 林顺业 21312 初二信 梁上进 20259 初三信 张景昱 19223 

初一义 姚栎勇 21240 初二义 刘佳恩 20032 初三义 林康胜 19164 

初一义 伍世睿 21199 初二义 汪妤萱 20054 初三义 陈则宇 19240 

初一和 梁晋安 21201 初二和 李俊扬 20303 初三和 黄微恩 19091 

初一和 黄欣敏 21123 初二和 李凯萱 20127 初三和 梁绍倬 19163 

初一平 林欣允 21034 初二平 张证善 20066 初三平 朱健铭 19066 

初一平 徐鑫宁 21289 初二平 王稼绅 20145 初三平 颜维德 19099 

初一诚 陈勇汉 21258 初二诚 杨智鸿 20207    

初一诚 张康乐 21330 初二诚 吴得鉴 21911    

初一正 罗宁 21333       

初一正 陈皓阳 21190       

 

 

 

  

      



高一年段 高二年段 高三年段 

班级 姓名 学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高一忠 杨乐翔 18136 高二忠 陈民哲 17196 高三忠 巫国祥 16301 

高一忠 杨纬彬 17206 高二忠 李正洋 17321 高三忠 游育恩 16274 

高一孝 蔡宗腾 18043 高二孝 林鑫宏 17213 高三孝 陈歆允 16354 

高一孝 张良恩 18317 高二孝 陈明锋 16106 高三孝 陈诗晴 16147 

高一仁 郑欣洁 18191 高二仁 陈子杭 17089 高三仁 郭苑锌 15250 

高一仁 吴豪捷 17175 高二仁 翁铃肯 17309 高三仁 刘佳仁 14300 

高一爱 符心睿 18133 高二爱 温浩扬 17199 高三爱 郭凯竣 16177 

高一爱 黄易杰 18110 高二爱 谢凯炫 17324 高三爱 苏耀洋 16141 

高一信 姚栎恒 18327 高二信 林师进 17330 高三信 黄世欣 16051 

高一信 郑汉祥 17224 高二信 梁嘉仪 17207 高三信 黄昉珏 20915 

高一义 许椲阳 18189 高二义 邱絢邺 16193 高三义 吴重勋 16248 

高一义 池珮歆 18109 高二义 钟佳萱 16079 高三义 林松宽 16109 

高一理 1 张时睿 18047 高二理 1 黄聪睿 17033 高三理 1 赖以建 16077 

高一理 1 蔡宇扬 18055 高二理 1 杨佳苑 17161 高三理 1 蔡劼恬 16042 

   高二理 2 余兆栋 17177 高三理 2 谢俐莹 16080 

   高二理 2 陈烘毅 17222 高三理 2 张安璇 16044 

 

 

教务处 

26/07/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