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度认字比赛及获奖名单 

认字比赛是我校的传统教学活动之一， 其目的在于：希望孩子们能多认字，认好字；借助认字比

赛，来提高学习汉字的兴趣！ 

这是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从普通中文班到 CSL 班，这样做就是希望每一

个学生都参与，提高汉字认知水平。比赛的内容为各年级至本学年度为止所学全部汉字，词语。

比赛程序是先进行班级书面认字比赛，然后根据比赛结果选出各年级前十六位选手参加校级认字

比赛。校级认字比赛以抽签形式进行，经过第一轮的单字认读，组词，造句；第二轮的认字抢答

和第三轮的汉字速认最后以班级笔试/校级综合比赛总成绩得出一、二、三等奖项。通过班级和校

级认字比赛，老师们和教务处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奖级 中文 英文 奖级 中文 英文

一等奖 刘思衡  Liu,SimonSiheng 一等奖 陈诺延  Chen,Osborn

一等奖 万礼荔  WAN,LILY 一等奖 陈予莉  Chen, Emily

一等奖 陈仲然  Chen,Evan 一等奖 顾思齐  Gu,Siqi

二等奖 恩奇  Amissah,Austin 一等奖 金宇朋  Jin, Daniel

二等奖 王其颀  Wang,Qiqi 二等奖 苏菲  Visser,Sophie

二等奖 周子森  ZHOU,CRAIG 二等奖 何思瀚  He,EthanSihan

二等奖 翁小雪  Weng,Jolina 二等奖 吴一瀚  WU,ETHAN

二等奖 陆嘉睿  Lu,Leah 二等奖 魏怡林  Wei,Yilin

三等奖 王一帆  Wang,Justin 三等奖 黄宜萱  Huang,SophieYixuan

三等奖 严嘉韵  Yan,EmmaJiayun 三等奖 陈一诺  Chen,Enoch

三等奖 马海超  Bergmann,Max 三等奖 陈景岚  Chen,Anson

三等奖 楊韻璇  Yeung, Judy 三等奖 许智明  Xu,MichaelZhiming

三等奖 李汶欣  Li, Sara 三等奖 王哲选  Wang,Rick

三等奖 黄羽彤  Huang,Katie 三等奖 何思梦  He,CelineMeng

三等奖 马力恒  Ma,Nicholas 三等奖 郭钰钰  Hew,Sarah

三等奖 陈键锋  Chen,EricJohnson 三等奖 高艾熙  Gao,Claire

一年级 二年级



 

奖级 中文 英文 奖级 中文 英文

一等奖 王若雪  Wang,Isabelle 一等奖 江奕佳  Jiang,ChristinaYan

一等奖 王星冉  Wang, Theron 一等奖 潘芷悦  Huang, Melinda

一等奖 卢凯俐  lu, kelly 一等奖 王韵雅  Wang,Sophia

二等奖 杜辅成  Du,JustinFucheng 二等奖 伍谦琦  Eng,Celia

二等奖 李榆璇  Li,EmilyYuxuan 二等奖 金宇晴  Jin, Allison

二等奖 王津妮  wang,JinNiJennie 二等奖 陈淯钧  chen, celine

二等奖 刘书涵  Liu, Ethan 二等奖 倪梓萌  Ni,Kimberley

二等奖 张乐杰  Zhang,Roger 二等奖 杨诗戎  Yang,Sunny

三等奖 黄恩琪  Oey,KaylinAnn-Chi 三等奖 茅杰森  Mao,Jason

三等奖 陈雅诗  Chen,Emily 三等奖 卢嘉鳴  lu, ethan

三等奖 杜辅宁  Du,MarvinFuning 三等奖 高捷妮  Gao,JennyLi

三等奖 林孝怡  lin,Chloecoco 三等奖 张乐天  Zhang,Andrew

三等奖 张昕宸  Zhang,Olivia 三等奖 黄嘉乐  Huang,Kaleb

三等奖 陈飞虎  Chen,Frederic 三等奖 张贤蕊  zhang,charlize

三等奖 张润峰  Zhang,DavisFeng 三等奖 陈金泓  Chen,Rita

三等奖 温馨  Wen, Cynthia 三等奖 徐小彤  Hsu, Timothy

三年级 四年级



 

 

 

奖级 中文 英文 奖级 中文 英文

一等奖 吴一凝  Wu,Elaine 一等奖 邓语然  Deng,EstherYa

一等奖 顾越宇  Gu, YUEYU(KEVIN) 一等奖 伍谦倩  Eng,Alissa

一等奖 陈予凯  Chen,Kevin 一等奖 郭彥宜  Kuo, Audrey

二等奖 陈宇翔  Chen,AlexYuXiang 二等奖 常湘凤  Chang,Katherine

二等奖 王星雨  Wang,Zoey 二等奖 倪嘉怡  Ni, Jiayi

二等奖 郭睿悦  Guo,Vanessa 二等奖 翁淑铭  Weng,katlen

二等奖 沈曉婷  Shen, Jamie 二等奖 孔祥君  Kong, Sherice

二等奖 刘雨菲  Liu,Laura 二等奖 吴依彤  Wu, Rosemary

三等奖 赵宇璇  Zhao,Michelle 三等奖 陈堉泫  Chen,KatelinShuan

三等奖 江奕恒  Jiang,Justin 三等奖 何睿玥  He, Christine

三等奖 王思哲  Wang,Steven 三等奖 施强  Shi,Brian

三等奖 王浩闻  Wang,Evan 三等奖 包瀚恩  Bao, Jeremy

三等奖 彭佳佳  Peng,Catherine 三等奖 林韵诗  Lin,Athena

三等奖 陈玮彤  Chen,SherryWei-Tong 三等奖 陈继烨  Chen,AndyJ.

三等奖 尚子秦  Shang, Sienna 三等奖 宋士博  Song,Daniel

三等奖 卢彦霖  Lu, Andre 三等奖 李明坤  Li,Alex

五年级 六年级

奖级 中文 英文 奖级 中文 英文

一等奖 余思灏  Yu,Hudson 一等奖 王若曦  Wang,AmandaRuoxi

一等奖 林潇远  Lin,Maxwell 一等奖 邢悦琪  Xing, Annabelle

一等奖 李明锋  Li,Jeffrey 一等奖 金宇昕  Jin, Emily

二等奖 章锦蓉  Zhang, Alicia 一等奖 余嘉凝  Yu,Angela

二等奖 黄培锐  Huang, Perry 二等奖 魏宗泽  Wei, Matthew

二等奖 何怡菲  He, Ella 二等奖 刘雨茗  Liu,Helen

二等奖 陈予涛  Chen, Thomas 二等奖 包瀚琳  Bao, Lydia

二等奖 钟可心  Zhong,Sharon 二等奖 刘文希  LIU, IRIS

二等奖 罗远卓  Luo, Joyce 二等奖 陆津  Lu,James

二等奖 厉观澜  Lee, Eric 二等奖 何睿毅  He, Richard

三等奖 朱俊和  Zhu, Alan 三等奖 程思睿  Cheng,Stephen Sirui

三等奖 郭 迁  Guo, Claire 三等奖 许天骏  Xu, Andrew

三等奖 周道明  Zhou,Albert 三等奖 傅德睿  FU, DAVID

三等奖 施敏  Shi,Hillary 三等奖 翁敦松  Weng, Vincent

三等奖 杨文佳  Yang, Olivia 三等奖 蔡嘉悦  Choy,ElaineJiayue

三等奖 胡以珊  Hu, Eshan 三等奖 韩骢  Han, Kevin

七年级 八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