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录取名单 
 

马六甲 

爱极乐小学  罗宏宇  周煜程  拉杰  万恩仪 

  

巴淡芙露小学 刘洁颖  曾子文  黄厚翔  卢俊屾  施瑜雯 

  

巴也明光小学 徐湧轩 

 

鼎华小学  陈智鋆  曾明乐  陈政汶  陈语彤 

  

革成小学  陈永恩  林淑晴  林可晶  吴晓晴  詹佳泓  罗心滢  方均正  李俊慨   

钱颖真  林淳恩  孔姝惠  吴佩欣  严立皓  刘静婷 

  

公教小学  曾梓轩  杨泽楷  李东峻 

 

国学私塾  俞奕绚 

 

晋巷小学  王颖萱  梁宏俊  李洁桦  李哲谦  戴弘仁  黄俊愷  侯沛愉  刘思妤 

     刘懿萱  蓝森泓  黄文萱  张家滔  潘韵涵  徐浩铭  吴瑞洁  陈沁湉 

     林凯汶  莊琇媛  曾炜璇  余栐榺  蔡贤静  杨傑翔  黄钲峻  郑可欣 

     杨子慧  陈颖文 

 

峇章小学  吴礼茗  郑诗琳  欧阳皓毅  陈玮绮  李晨曦  符气玄  张宇峰 

  

 

马接翁武小学 蔡德源  戴宇皓  

 

马士丹那小学 王炜棋  杨俊宇  

 

玛琳小学  曾勄璂  罗心妤  陈婕彤  郑雯萱  黄家贤  卢以彤  利恒毅  陈彦欣  

            陈柔漪  谢苇妍  陈伟炫  陈家韻  陈颖桐  陈凤情  陈政颐  陈家和 

             王芷恩  戴祖正  黄祖恩  黄柠渲  黄慧欣  苏谚糅 

 

培才学校  陈俞卉 

 

培德小学  杨荇茹  许凯婷  叶峻铭  史学仁  许杰恺  颜岑翰  郑芊芊  张欣莉 

    熊雨芬  王思颖  罗齐桓 

 

培风第一小学 辜珽谦  辜珽阳  辜圆蕴  陈昱融  周嘉峻  张淇恩  林恩     林庆煜 

                            许凯琦  劉嘉儀  余汧芯  古采倪  王赏恩  张思颐  郑奕鸣  蔡宇衡 

         邓伟柏  陈紫纤  邓于福  蔡雨宏  王艾钿  林新溢 

 

培风第二小学 熊萱睿  陈诗妮  李熙恩  戴晨卉  黄子荧  黄韦涵  郭琳嫣  张珈靖 

         周正义  沈佩祎  柯愿      张志愈  林喜安  王骏豪  杨应宜  黄郐乐 

                           彭熙恩  林莹炫  张光辉  萧勂喧  任乾龙  吴楷泽  吴汶轩  姚淑恩 

         林泩延  张郁涵  赖权茗 



培风第三小学 王可芸  杨英媛  杨裕旋 

 

培群小学  陈明乐 

 

平民小学  邱洁琳  王凯棋  林侲伶  锺雨涵  范轩旸 

 

侨南小学  张溦颐 

 

圣玛利亚小学 黄语恬 

 

圣母小学  黃慧婷  李欣蓓  林家宜  萧而淳  李婧瑄  张欣怡 

 

万里茂小学  吴丽婷 

 

文化小学  黄千寻  郑馨佑  郑簛嫙  方俊文  陈楷峻  陈纪文  林垲烽  江圣宇 

     郑凯玮  杨苡茜  蒙浩宇  吴俊杰  颜沚睿  莫萃添  沈悦铭  曾诗琳 

     林汶苁  顾思敏  余宛柔  高苡萱  吴东亮  锺顺昇  李佳俊  李淽睻 

 

武吉波浪小学 赵唯旻  黄子萱  何柔颖  房榆植  黄铭轩  尤叙沣  吴凱婷  雷立胜 

         谢舜盈  梁鈺萱  尤叙淇  蔡咏颖  古敏锋  温汉荣  梁珈琪  林恩淇 

         颜宜恩  李宇浚  达米亚  王韵雅  杨昌汶  吕兆铭  戴维庆  张智添 

         廖靖萱  朱彦乐 

  

新华小学  戴宇涵  吴庭慷  林妍彤 

 

亚罗牙也小学 黄茹懿  郑凯泽 

 

野新拉浪小学 戴嘉利 

 

益智小学  黄启原  黃以谦  郑平伟 

 

育华小学  张艺腾  黄綝崴  陈欣宁  曾昱锦 

 

育民小学  杨铉亨  陈初凯  王俊伟  林暄蕙  卢柔伊  蔡明豐  陈禹禾  谢泩櫞 

     黄凯雯  罗俊伟  巫雨衡  李斯薇  朱毅涛  王裕泽  林俐雁  吴芷怡 

     庞博仁  柯凯瀧  陈焱希  许姿瑜  刘胤佳  郑宇凇  王俐予  卢俊羽 

     陈莉谚  吴韶文  许航    胡嘉源  王子荣  曾月丽  林雪丽  杜崇玮 

     王麒源  张正阳  魏欣柔  候凯耀  伦宇泽  金斯儿  李乐暄  陈匀蒽 

             林哲希  蔡俊豪  邱政熹  冯凯雯  翁歆琪  林依暄  梁廷维  李雯萱 

    颜君茹 陈歆桠 

 

育新小学  吴香凝  江依晴  池善欣  董竞元  吴幸倪  张可幸 

 

育英小学  赵子恒  陈乐真  伊莱莎  彭靖柔  颜琬儒  李煊元  李善恩  叶翔英 

     潘凯欣  孙皓恩  叶葳苠  刘安琪 

 

招茂小学  吴欣谊  蔡俊杰  吕荣恩 



 

国中   金宇谦  洪廷威  黄景冠  黄煜恒 

 

 

森美兰 

马口华文小学 梁俊熙  郑铃儿  黄欣慧 

 

芙蓉振华小学 文迦馨  文迦悦 

 

淡边新村小学 谢绮轩  张嘉莹 

 

淡边中华公学 梁芯洁 

 

金马士国民华小 黄敬恒  吕宇安 

 

马口启文小学 林绅鸿 

 

 

彭亨 

士满慕小学  陈思洁 

 

中菁华小（二校） 赖馨宇 

 

直凉小学（1 校） 徐玮骏 

 

直凉小学（2 校） 陈哲慨 

 

吉拉央小学  章家乐 

 

 

雪兰莪 

力行华小  颜妤璇 

八打灵培才华小 谢宗杉 

 

 

登嘉楼 

中华维新小学 陈豫萱  陈颖萱 

 

龙运新村小学 黄苡恩  黄苡晴  林承颖 

 

龙运光华小学 李俊延   

 

 

 

 

 

 

 



柔佛 

爱群二校  郑温曦 

 

大古来华小  陈秋闱 

 

辅南小学  黄麒安 

 

国光华小  吴启乐 

 

建国小学  江佳媛  吴以凡  曾佳滢 

 

宽柔一小  颜宇晨 

 

坤兰乌汝公孺小学 林佳哲 

 

训正华小  官世弦 

 

培华小学  郑晨宁 

 

培养小学  谢毅恒  黄文杰 

 

启明小学（1 校） 廖訢言  王泓谕 

 

启明小学（2 校） 赖庭睿  巫姵颖  钟征恒 

 

启群小学  黄宁萱 

 

昔华小学  颜恺哲 

 

真光华育  王以柔 

 

中化一小（B 校）    李禹勳 

 

 

吉隆坡 

吉隆坡中华女校 杨爱希 

 

黎明华文小学 冯孝贤 

 

循人小学  叶晋宏 

 

 

中国 

青岛城阳上马中心小学 孙振浩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名列榜首 20 名排行榜 

排行 姓名 州属 小学 
1 谢毅恒 JOHOR 培养小学 

2 熊萱睿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3 黄千寻 MELAKA 文化小学 

4 杨爱希 KUALA LUMPUR 吉隆坡中华女校 

5 曾勄璂 MELAKA 玛琳小学 

6 方均正 MELAKA 革成小学 

7 张艺腾 MELAKA 育华小学 

8 辜珽谦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9 黃慧婷 MELAKA 圣母小学 

10 赵唯旻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10 赵子恒 MELAKA 育英小学 

11 吴香凝 MELAKA 育新小学 

12 黄子萱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13 何柔颖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14 王炜棋 MELAKA 马士丹那小学 

15 江佳媛 JOHOR 建国小学 

16 辜珽阳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17 陈豫萱 TERENGGANU 中华维新小学 

18 杨铉亨 MELAKA 育民小学 

19 李禹勳 JOHOR 中化一小（B 校） 

20 黄綝崴 MELAKA 育华小学 
 

 

 

 

初一新生成绩优秀奖学金受惠者名单 
 

             一等奖学金（11 期学费减免） 

序号 姓名 小学 序号 姓名 小学 
1 谢毅恒 培养小学 6 方均正 革成小学 

2 熊萱睿 培风第二小学 7 张艺腾 育华小学 

3 黄千寻 文化小学 8 辜珽谦 培风第一小学 
4 杨爱希 吉隆坡中华女校 9 黃慧婷 圣母小学 
5 曾勄璂 玛琳小学 10 赵子恒 育英小学 

 

             二等奖学金（7 期学费减免） 

序号 姓名 小学 序号 姓名 小学 
1 赵唯旻 武吉波浪小学 6 江佳媛 建国小学 

2 吴香凝 育新小学 7 辜珽阳 培风第一小学 

3 黄子萱 武吉波浪小学 8 陈豫萱 中华维新小学 
4 何柔颖 武吉波浪小学 9 杨铉亨 育民小学 
5 王炜棋 马士丹那小学 10 李禹勳 中化一小（B 校） 

 

             三等奖学金（4 期学费减免） 

序号 姓名 小学 序号 姓名 小学 

1 黄綝崴 育华小学 6 戴宇涵 新华小学 

2 房榆植 武吉波浪小学 7 陈初凯 育民小学 

3 罗心妤 玛琳小学 8 陈昱融 培风第一小学 

4 辜圆蕴 培风第一小学 9 李欣蓓 圣母小学 

5 詹佳泓 革成小学 10 刘洁颖 巴淡芙露小学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华文科成绩优越榜 

排行 姓名 州属 小学 
1 谢毅恒 JOHOR 培养小学 

2 杨荇茹 MELAKA 培德小学 

3 李禹勳 JOHOR 中化一小（B 校） 

4 黃慧婷 MELAKA 圣母小学 

5 熊萱睿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5 黄凯雯 MELAKA 育民小学 

5 郑温曦 JOHOR 爱群二校 

6 林家宜 MELAKA 圣母小学 

6 黄子萱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6 江依晴 MELAKA 育新小学 

6 陈豫萱 TERENGGANU 中华维新小学 

6 王骏豪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7 郭琳嫣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8 张艺腾 MELAKA 育华小学 

8 许凯婷 MELAKA 培德小学 

8 戴宇涵 MELAKA 新华小学 

8 廖訢言 JOHOR 启明小学（1 校） 

8 江佳媛 JOHOR 建国小学 

9 颜岑翰 MELAKA 培德小学 

9 赵子恒 MELAKA 育英小学 

9 郑馨佑 MELAKA 文化小学 

10 王凯棋 MELAKA 平民小学 

10 黄千寻 MELAKA 文化小学 

10 陈初凯 MELAKA 育民小学 

10 劉嘉儀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英文科成绩优越榜 

排行 姓名 州属 小学 
1 金宇谦 MELAKA HIJAU EDUCARE 

2 王炜棋 MELAKA 马士丹那小学 

3 方均正 MELAKA 革成小学 

3 曾诗琳 MELAKA 文化小学 

3 陈禹禾 MELAKA 育民小学 

3 巫雨衡 MELAKA 育民小学 

3 王可芸 MELAKA 培风第三小学 

4 陈柔漪 MELAKA 玛琳小学 

4 伊莱莎 MELAKA 育英小学 

5 吴韶文 MELAKA 育民小学 

5 谢毅恒 JOHOR 培养小学 

5 赵唯旻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5 刘胤佳 MELAKA 育民小学 

5 黄千寻 MELAKA 文化小学 

5 黄铭轩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5 林暄蕙 MELAKA 育民小学 

5 林恩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5 赵子恒 MELAKA 育英小学 

5 杨爱希 KUALA LUMPUR 吉隆坡中华女校 

5 庞博仁 MELAKA 育民小学 

5 黄韦涵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5 戴弘仁 MELAKA 晋巷小学 

6 杨应宜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6 辜珽谦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7 张艺腾 MELAKA 育华小学 

7 林俐雁 MELAKA 育民小学 

7 黄綝崴 MELAKA 育华小学 

7 尤叙淇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7 尤叙沣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7 李斯薇 MELAKA 育民小学 

8 谢舜盈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8 房榆植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8 萧而淳 MELAKA 圣母小学 

9 熊萱睿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9 陈莉谚 MELAKA 育民小学 

9 李欣蓓 MELAKA 圣母小学 

9 林绅鸿 NEGERI SEMBILAN 马口启文小学 

9 陈政汶 MELAKA 鼎华小学 

9 王子荣 MELAKA 育民小学 

9 辜珽阳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9 邓伟柏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10 詹佳泓 MELAKA 革成小学 

10 郑馨佑 MELAKA 文化小学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国文科成绩优越榜 

 姓名 州属 小学 
1 谢毅恒 JOHOR 培养小学 

2 杨爱希 KUALA LUMPUR 吉隆坡中华女校 

3 吴香凝 MELAKA 育新小学 

4 杨铉亨 MELAKA 育民小学 

5 熊萱睿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6 辜珽谦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7 陈豫萱 TERENGGANU 中华维新小学 

8 黄千寻 MELAKA 文化小学 

9 洪廷威 MELAKA SMK GHAFAR BABA 

9 方均正 MELAKA 革成小学 

10 王炜棋 MELAKA 马士丹那小学 

10 曾勄璂 MELAKA 玛琳小学 

10 金斯儿 MELAKA 育民小学 

10 戴弘仁 MELAKA 晋巷小学 
 

 

 

 

 

2023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 

 

                      数学科成绩优越榜 

 姓名 州属 小学 
1 谢毅恒 JOHOR 培养小学 

2 熊萱睿 MELAKA 培风第二小学 

3 赵唯旻 MELAKA 武吉波浪小学 

3 曾勄璂 MELAKA 玛琳小学 

4 黄千寻 MELAKA 文化小学 

5 梁俊熙 NEGERI SEMBILAN 马口华文小学 

6 张艺腾 MELAKA 育华小学 

6 林恩 MELAKA 培风第一小学 

6 陈初凯 MELAKA 育民小学 

6 赵子恒 MELAKA 育英小学 

6 方均正 MELAKA 革成小学 

6 李禹勳 JOHOR 中化一小（B 校） 

6 黃慧婷 MELAKA 圣母小学 

7 陈焱希 MELAKA 育民小学 

8 郑雯萱 MELAKA 玛琳小学 

8 孙振浩 中国 青岛城阳上马中心小学 

9 杨爱希 KUALA LUMPUR 吉隆坡中华女校 

10 詹佳泓 MELAKA 革成小学 

10 吴启乐 JOHOR 国光华小 

10 黄宁萱 JOHOR 启群小学 

10 李欣蓓 MELAKA 圣母小学 

10 蔡明豐 MELAKA 育民小学 

 
 



 

 

 

 

2023 年初一新生第一梯次助学金受惠者名单 

序号 受惠期数 姓名 小学 家长姓名 
1 2 陈玮琦 峇章华文小学 陈潭运 

2 4     东甲启明（一）

国民型华文小学 

李施玢 

3 4 林家宜 圣母华文小学 陈惠毓 
4 7 郑平伟 益智华文小学 陈长秀 
5 7 曾炜璇 晋巷华文小学 温秀丽 
6 11 杨荇茹 培德华小  杨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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