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下同行，共渡时艰——独中教育特别辅助金 

录取名单 

序 姓名 学校 

1.  蔡贯颉 麻坡中化中学 

2.  黎璟陞 麻坡中化中学 

3.  罗威阳 麻坡中化中学 

4.  钟秉翰 麻坡中化中学 

5.  林君劼 麻坡中化中学 

6.  刘杰森 麻坡中化中学 

7.  张芳瑞 麻坡中化中学 

8.  陈汉霖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9.  陈玟希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0.  欧竣荣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1.  白安柔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2.  张家铨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3.  哈妮丝 Hanis Binti Ab Malik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4.  杨敏捷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5.  林诗敏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6.  沈阳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7.  黄文思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18.  范锦弘                                           居銮中华中学 

19.  卓文威                                           居銮中华中学 

20.  林伟圣                                         居銮中华中学 

21.  萧慧敏                                                 居銮中华中学 

22.  吴春怡                                         居銮中华中学 

23.  章志坚 居銮中华中学 

24.  黄皓奕 居銮中华中学 

25.  李诗凯                                           永平中学 

26.  杨芷铱                                           永平中学 

27.  林丰旺                                         永平中学 

28.  陈光亮                                                 永平中学 

29.  李铭惠                                         永平中学 

30.  何佳敏                                          峇株华仁中学 

31.  刘鸿陆                                          峇株华仁中学 

32.  彭俊绅                                           峇株华仁中学 

33.  涂禹辰                                           峇株华仁中学 

34.  陈晴凌                                         峇株华仁中学 

35.  陈蓓羽       峇株华仁中学 

36.  黄威翰   峇株华仁中学 

37.  黄琦琦 峇株华仁中学 

38.  林靖杰 峇株华仁中学 

39.  柳棋峰 峇株华仁中学 

40.  颜贻恒                                        新文龙中华中学 

41.  郑颖杏                                         新文龙中华中学 



42.  伍文星                                         新文龙中华中学 

43.  余诗琴                                    新文龙中华中学 

44.  余凯琴                                       新文龙中华中学 

45.  李瑞权                                        新文龙中华中学 

46.  罗恣恩     新文龙中华中学 

47.  谢湘怡   新文龙中华中学 

48.  陈尊康 新文龙中华中学 

49.  王罗静婷 新文龙中华中学 

50.  林皓阳 新文龙中华中学 

51.  颜妤圲 新文龙中华中学 

52.  叶子玲                                         新山宽柔中学 

53.  林愉轩                                         新山宽柔中学 

54.  蔡欣潼                                        新山宽柔中学 

55.  何永合                                        新山宽柔中学 

56.  吴庆羽                                        新山宽柔中学 

57.  庄紫萤                                        新山宽柔中学 

58.  杨乙真                                        新山宽柔中学 

59.  林启滔       新山宽柔中学 

60.  蔡汶希   新山宽柔中学 

61.  郑名惠 新山宽柔中学 

62.  郑均宇 新山宽柔中学 

63.  陈彦如 新山宽柔中学 

64.  张华宾 新山宽柔中学 

65.  柯有暄 新山宽柔中学 

66.  陈芷菁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67.  温庆祥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68.  周骞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69.  林嘉辉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0.  赵子竣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1.  周铭斌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2.  吴宇骅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3.  朱凌恩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4.  傅靖雯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75.  李思洁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76.  罗诗情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77.  邱敬航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78.  颜妤俽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79.  朱盈婷                              马六甲培风中学 

80.  陈厤巸                  马六甲培风中学 

81.  吴佑成                  马六甲培风中学 

82.  吴鼎丰                  马六甲培风中学 

83.  彭显晴                                马六甲培风中学 

84.  罗瑞琪 马六甲培风中学 

85.  颜泳涛 马六甲培风中学 

86.  许竞恬 马六甲培风中学 



87.  张文睿 马六甲培风中学 

88.  李奕德 马六甲培风中学 

89.  曾暐航 马六甲培风中学 

90.  梁佳豪 马六甲培风中学 

91.  王钰倩 马六甲培风中学 

92.  张嘉凉     马六甲培风中学 

93.  吕柔慧 马六甲培风中学 

94.  刘雪柔                       芙蓉中华中学 

95.  叶俊浩                  芙蓉中华中学 

96.  孙展浩                     芙蓉中华中学 

97.  彭塏捷               芙蓉中华中学 

98.  朱錥晴     芙蓉中华中学 

99.  许欣 芙蓉中华中学 

100.  苏金友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1.  蔡金钱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2.  陈精啟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3.  石欣宜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4.  包承迅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5.  陈佳佳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6.  刘存信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7.  林伟阳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8.  潘莉晴    波德申中华中学 

109.  余惠宜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0.  林德辰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1.  孙凯晟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2.  杨芯儿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3.  苏紵珚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4.  赖微尹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5.  黄芯盈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6.  黄致颖 波德申中华中学 

117.  蔡佳城                      吉隆坡循人中学 

118.  蔡正杰                     吉隆坡循人中学 

119.  赵乐恩                     吉隆坡循人中学 

120.  陈宏芯                     吉隆坡循人中学 

121.  陈絮柔                   吉隆坡循人中学 

122.  陈铭伟 吉隆坡循人中学 

123.  黄旨霖                               吉隆坡循人中学 

124.  叶俊轩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25.  彭永杰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26.  林爱义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27.  温雁心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28.  葛彦荟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29.  邹謦阳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30.  黄皆维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31.  张晋源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32.  陈可欣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3.  林子瞳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4.  黄彦璇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5.  黄凯恩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6.  廖泽轩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7.  蔡智权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8.  黎柔婷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9.  庄博翔                                  巴生滨华中学 

140.  苏彦晨                                  巴生滨华中学 

141.  陈大卫                                巴生滨华中学 

142.  陈愈蒨                                巴生滨华中学 

143.  彭定康                                巴生滨华中学 

144.  罗子渊                                巴生滨华中学 

145.  张志贤 巴生滨华中学 

146.  谢文轩                      巴生滨华中学 

147.  张震 巴生滨华中学 

148.  张凯善 巴生滨华中学 

149.  陈雯蕙 巴生滨华中学 

150.  邱尔翰 巴生滨华中学 

151.  吴俊扬 巴生滨华中学 

152.  陈莉萱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3.  吴定添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4.  张嘉川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5.  许致柔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6.  林嘉信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7.  康海祥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8.  宋慧欣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59.  李玟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0.  谢嫣柔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1.  李诗倪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2.  杨依韵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3.  林炜翔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4.  叶宏昱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5.  陈勇乐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166.  张政龙                                      霹雳深斋中学 

167.  林永轩                                      霹雳深斋中学 

168.  罗展宏                                    霹雳深斋中学 

169.  陈乐儿                                    霹雳深斋中学 

170.  许祯旭                                    霹雳深斋中学 

171.  王宏森                                    霹雳深斋中学 

172.  林欣贝                                    霹雳深斋中学 

173.  刘程进 霹雳深斋中学 

174.  黄永杰 霹雳深斋中学 

175.  李卓恒 霹雳深斋中学 

176.  幸家成 霹雳深斋中学 



177.  梁蕙渝 霹雳深斋中学 

178.  孙婉儿 霹雳深斋中学 

179.  张健豪                                      班台育青中学 

180.  廖伟明                                      班台育青中学 

181.  林虢传                                      班台育青中学 

182.  陈善源                                       班台育青中学 

183.  杨文滢                                    班台育青中学 

184.  张雅雯 班台育青中学 

185.  詹添乐 班台育青中学 

186.  刘雪晶 班台育青中学 

187.  陈凯伦 班台育青中学 

188.  张昕莹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189.  程铭强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190.  陈志宏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191.  陈真洁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192.  魏健豪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3.  邓咏荃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4.  陈汉伟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5.  黄镇兴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6.  王义康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7.  黄嫊涵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8.  李兆枫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99.  苏静怡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200.  林煜航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201.  陈风怡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202.  蔡眷扬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203.  苏伟业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204.  李诗璇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05.  曾羽欣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06.  马浚荣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07.  伍智阳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08.  安明轩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09.  翁贞湣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210.  刘键豪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211.  张舒晴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212.  王晋慷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213.  郭立圣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214.  陈昱霖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215.  方慧玲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16.  林慧敏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17.  林姿瑩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18.  王芊颖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19.  戴僡珊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20.  孙静柔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21.  许家豪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22.  林仪恩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23.  杨仟浠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24.  黄毅诚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25.  刘晓鍹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26.  樊俊亨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27.  刘建劭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28.  古永乐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29.  黄筱婷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30.  陈秀丽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231.  许子佑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2.  黄懿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3.  吕瀚文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4.  施奕丞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5.  陈渟渲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6.  吴柔仪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7.  李咏轩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8.  陈凯珺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239.  郭嘉欣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0.  林佳恩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1.  陈颢贤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2.  黄谙浧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3.  苏绥童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4.  张可滢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5.  洪子涵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6.  李婕熙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7.  陈钏茹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8.  黄杰仁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49.  黄恩赐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50.  萧勇顺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1.  陈勤喜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2.  骆俞桦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3.  黄彩宁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4.  陈颖雯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5.  林紫媃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6.  朱永沛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7.  赵芊诒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8.  樱井优妮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59.  周慧欣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260.  何准乐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261.  杨智全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2.  李婉瑜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3.  翁楷哲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4.  许安琪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5.  张洸荣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6.  赖宣蒽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67.  沈芷薇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68.  陈力弘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69.  许境恩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70.  王元璋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71.  罗启轩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72.  李小小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3.  黄宏威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4.  刘宇雯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5.  杨凯妤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6.  李小莹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7.  蔡承佑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8.  田育柔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79.  田圣荣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280.  田晓佳                                                                                                  石角民立中学 

281.  陈家宝 石角民立中学 

282.  林欣琳                                          石角民立中学 

283.  锺德源 石角民立中学 

284.  张心萍                                                                                                  西连民众中学 

285.  蔡汭芯 西连民众中学 

286.  黄子豪                                          西连民众中学 

287.  黄晓珍 西连民众中学 

288.  池弦洺                                                                                                  诗巫光民中学 

289.  萧祥康                                         诗巫光民中学 

290.  林敬樑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1.  徐晶晶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2.  江紫璇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3.  林家贤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4.  许岳凤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5.  黄秋湘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6.  Ericson Arondray Mathew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7.  郑宗忠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8.  刘妤萱 诗巫黄乃裳中学 

299.  黄常竣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0.  刘乘荣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1.  夏淑贞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2.  江启恩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3.  江益婷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4.  王盈颖 诗巫黄乃裳中学 

305.  田芳华                                          诗巫建兴中学 

306.  陈玟欣                                          诗巫建兴中学 

307.  黄永豪                                          诗巫建兴中学 

308.  詹哲玮                                        诗巫建兴中学 

309.  陈勇佐                                        诗巫建兴中学 

310.  Joshua Langie                            诗巫建兴中学 

311.  冯传洪 诗巫建兴中学 



312.  江欣怡 诗巫建兴中学 

313.  刘圣钦 诗巫建兴中学 

314.  俞韦文 诗巫建兴中学 

315.  罗淑心 诗巫建兴中学 

316.  陈心洁 诗巫建兴中学 

317.  林欣怡                                                                                                诗巫公教中学 

318.  陈秀嫒                                        诗巫公教中学 

319.  陈祯翊                                        诗巫公教中学 

320.  谢儿哲                                        诗巫公教中学 

321.  江依薰                                        诗巫公教中学 

322.  朱嘉琳 诗巫公教中学 

323.  林依婷 诗巫公教中学 

324.  冯莉莉                                                               诗巫公民中学 

325.  邱歆媜                                                               诗巫公民中学 

326.  徐嘉欣                                                             诗巫公民中学 

327.  Agnes Sinari Louissa                                      诗巫公民中学 

328.  Christie Juddy Anak Manjah                        诗巫公民中学 

329.  江泽乐                                                             诗巫公民中学 

330.  黄英杰                                                             诗巫公民中学 

331.  叶俐伶 诗巫公民中学 

332.  官玉仙 诗巫公民中学 

333.  江佩妮 诗巫公民中学 

334.  温宜静 诗巫公民中学 

335.  江金玲 诗巫公民中学 

336.  吕秋薇 诗巫公民中学 

337.  叶小微 诗巫公民中学 

338.  彭惠珊                                          美里培民中学 

339.  黄微婷                                          美里培民中学 

340.  司徒锦绣                                      美里培民中学 

341.  伍倩怡                                        美里培民中学 

342.  李冠进                                        美里培民中学 

343.  官乐怡                                        美里培民中学 

344.  黄家宝 美里培民中学 

345.  江芷儿 美里培民中学 

346.  李博毅 美里培民中学 

347.  陈柔颖 美里培民中学 

348.  郑吉文 美里培民中学 

349.  黄嘉婷 美里培民中学 

350.  刘善良                                                               美里廉律中学 

351.  Apprealle Gwenevere Benjamin                                                               美里廉律中学 

352.  Sean Ashely                                                             美里廉律中学 

353.  田俊宇                                      美里廉律中学 

354.  Lorenz Bernidit Anal Bernard                        美里廉律中学 

355.  梁彩虹                                                               泗里奎民立中学 

356.  谭圣雯                                                               泗里奎民立中学 



357.  王宝平                                                             泗里奎民立中学 

358.  李芯莹                                      泗里奎民立中学 

359.  江棋伟                        泗里奎民立中学 

360.  奴如喜玛 Nurul Hikmah           沙巴建国中学 

361.  孙勇铨                                          沙巴建国中学 

362.  Angel Hazel Chin                         沙巴建国中学 

363.  邱家培                                        沙巴建国中学 

364.  周可愿                                        沙巴建国中学 

365.  王政刚                                        沙巴建国中学 

366.  王家乐 沙巴建国中学 

367.  辜俊凯 沙巴建国中学 

368.  邱子觉 沙巴建国中学 

369.  傅莹莹 沙巴建国中学 

370.  谢华恩 沙巴建国中学 

371.  张秋皓 沙巴建国中学 

372.  林嘉俊 沙巴建国中学 

373.  吴佳琦 沙巴建国中学 

374.  魏嘉敏 沙巴建国中学 

375.  刘可霓 沙巴建国中学 

376.  林而真                                                               沙巴拿笃中学 

377.  黄信望                                                               沙巴拿笃中学 

378.  卓宏业                                                             沙巴拿笃中学 

379.  黄文骏                                      沙巴拿笃中学 

380.  黄雪莹 沙巴拿笃中学 

381.  彭妃美  沙巴拿笃中学 

382.  刘慧诗                     沙巴拿笃中学 

383.  曾嘉晴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4.  黄羿翔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5.  AGILANDISHWARY A/P 
RAVICHANDRAN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6.  何凯汶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7.  萧凯姿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8.  余怡璇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89.  罗孝礼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390.  孙紫芮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