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初级口语1 初级口语1周末 初级口语2 旅游韩语 初级语法1 初级语法2 发音练习 发音练习周末 韩国传统民画 韩国传统乐器 韩国传统舞蹈 韩文书法 小鼓舞

1 祁龙 宋慧阳 刘兴涛 韩淼 刘思琦 方丽 郭安丽 郑妍妍 王紫萱 Ermakova Olesia 郭艳雪 刘莹 景菲

2 于宁 王青 李诗 彭丽瑶 毛立石 吴侯 冯琳 全芯 张雅 潘丽平 刘佳佳 杨雪艳 宋景荣

3 李鸾 周佳惠 李颖 孙静怡 张佳 汝祯 汤星 曹彤 李磊 华妍妍 武兴华 赵亮 赵倩

4 刘畅 曾艳 李萍 孙淑娟 徐琬思 张文娟 姚琳娜 王硕 耿思爽 王悦 吕楠 李佳慧 赵楠

5 林伟娜 王雪 金田和马 李康 赵东 刘晓萌 孔延 李娜 王琰 刘浩 刘宸鬟 邱爽 张柯

6 廖玉 赵雪艳 李雪玲 史玲玉 赵勇 屈阿娟 韩笑 李祥丽 涂素峥 路林 眭京英
Low Lai Fun
Christine

何舒

7 蔚怀莹 宫言梅 高珊 韩菲 李燕 王鹏 王冬 张笑妍 钱卓 李思琪 李聪玥 吕佳 沈丽妍

8 马然 杨芳 郑小亚 周会 宋宛泽 罗红玉 张莉 郑佳 金今 陈清夷 张霁韵 韩静 眭明英

9 戴甜 郑薇 滕善琼 朴琳华 关芳 蒋祎 袁振淮 肖兰兰 魏姝瑞 朱思雨 黄海微 齐聪聪

10 金秋玉 赵秀珍 胡希萌 邓莹 郭肖聪 武芡 李轩 张笑辰 王婉玉 陈云峰 杨晓婷

11 唐一丹 陈建洁 卢文静 刘锦华 刘春月 王欢 张珮瑶 王越 王梦忆 迟亭亭 李慧

12 毛圣杰 孙振玲 李自艳 朱婧天 宋一雯 王玉博 安永蓓 王祥 汤宏 徐圣雯 李筱迅

13 杨金荣 李玥 张丛 程彤 毛圆圆 金舒 所静静 王晓 杨晶 甄静 杨玉翠

14 金华 杨琪 葛美君 王雅琪 郑中允子 曹紫烨 李易臻 胡田田 高兴南 戴月琳

15 梁慧宁 梁梓炎 沈雯 郭爽 李吉楠 贺巧平 周雅春 余群英 杨梓 赵奉媛

16 隋园坤 白青 张辉 张晓媛 张彩凤 李妍 李华维 严庆玲 李君龙 任奕欢

17 夏梦舒 曹可 李睿涛 李雪 吕泊宁 蒋士莹 孙银蔚 周云聪 王厚厚 郭金雪

18 黎丽峰 徐丽娟 王婧 蔡园园 黄辉 刘敏 王紫 马舒艺 王丽琴 罗丹

19 朱玲莉 万雪 柏洋 马梦真 席冰 孙爱阳 许月泠 吴艳

20 黄琦 杨华蕊 王梦珠 马田园 翁羽鹏 吴天雯 李承霖 何诗涵

21 曹悦 宋依然 弓剑书 东方欲晓 钱伟光 施佳佳 谢楚菡 谢晓

22 李会 彭珊珊 韩影 陈希 乔旭 葛立帅 陈茹萍

23 李思易 高小淳 张媛 卢静 郑妍 杜威

24 杨洋 李小娟 吴万涛 朱静远 李亮

25 王韵涵 谢茜茜 赵晶 刘媛媛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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