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N# 学员名字 全修/选修 SN# 学员名字 全修/选修

1 何春丽 加拿大 曼尼托巴 全修 41 厉彬彬 中国 温州 全修

2 張晶晶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全修 42 吴建央 中国 温州 全修

3 郑宗敏 澳大利亚 昆士兰 全修 43 戴汝展 中国 温州 全修

4 邓伊利 新加坡 新加坡 全修 44 郑经典 中国 温州 全修

5 袁家蕾 新加坡 新加坡 全修 45 戴苗苗 中国 温州 * 选修

6 黄乐邦 新加坡 新加坡 全修 46 叶珈利 中国 上海 全修

7 马宏波 新加坡 新加坡 全修 47 余玥 中国 南京 全修

8 陈子平 马来西亚 沙巴 全修 48 赵雨婷 中国 南京 全修

9 张秋虹 马来西亚 沙巴 全修 49 濮志红 中国 绍兴 全修

10 陈颂慈 马来西亚 沙巴 全修 50 吴思敏 中国 苏州 全修

11 雷华凤 马来西亚 美里 全修 51 张铃 中国 长沙 全修

12 张美莲 马来西亚 美里 全修 52 周旋 中国 长沙 全修

13 李施 马来西亚 民都鲁 全修 53 康轶敏 中国 长沙 全修

14 陈微微 马来西亚 民都鲁 全修 54 郭育秀 中国 深圳 全修

15 陈瑀璇 马来西亚 民都鲁 全修 55 郑晓晓 中国 深圳 全修

16 陈凤仙 马来西亚 诗巫 全修 56 何冰冰 中国 深圳 全修

17 黄子绮 马来西亚 古晋 全修 57 曾柳娴 中国 深圳 * 选修

18 严主馨 马来西亚 怡保 全修 58 叶晨怡 中国 厦门 全修

19 刘玉娟 马来西亚 怡保 全修 59 杨恩洁 中国 厦门 全修

20 袁承惠 马来西亚 居銮 全修 60 陈佳 中国 厦门 全修

21 谢依燕 马来西亚 麻坡 全修 61 郑仙娥 中国 厦门 全修

22 张瑞利 中国 临沂 全修 62 李嘉茵 中国 厦门 全修

23 李承芝 中国 烟台 全修 63 黄慧梓 中国 厦门 全修

24 汪美玲 中国 烟台 全修 64 杨恩盈 中国 厦门 全修

25 马弋淼 中国 烟台 全修 65 杨文雅 中国 厦门 全修

26 陈合丹 中国 长春 全修 66 姜向阳 中国 厦门 全修

27 逄伟 中国 青岛 * 选修 67  杨乐晟 中国 厦门 全修

28 丁婕 中国 青岛 * 选修 68 谢恩慈 中国 厦门 * 选修

29 曹馨竹 中国 青岛 * 选修 69 王忻 中国 厦门 * 选修

30 张伊丽 中国 杭州 全修 70 黄静 中国 厦门 * 选修

31 吴晓晓 中国 杭州 全修 71 林绿茵 中国 厦门 * 选修

32 胡献约 中国 杭州 全修 72 张银洲 中国 厦门 * 选修

33 王芳 中国 杭州 * 选修 73 曾永兰 中国 龙岩 * 选修

34 陈慧 中国 温州 全修 74 林冰娜 中国 龙岩 * 选修

35 支绍伟 中国 温州 全修 75 赖芳 中国 龙岩 全修

36 吴彬颖 中国 温州 全修 76 罗晋 中国 龙岩 全修

37 张丹 中国 温州 全修 77 连冬霞 中国 龙岩 全修

38 周云云 中国 温州 全修 78 陈晨 中国 福州 全修

39 姜伊甸 中国 温州 全修 79 陈丽梅 中国 泉州 全修

40 黄丽静 中国 温州 全修 80 黄语岏 中国 泉州 全修

81 薛娇 中国 泉州 * 选修

加拿大 1 / 澳大利亚 2 / 新加坡 4 / 马来西亚 14/ 中国 60 （全修67 / 选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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