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六屆（2017 年）共 347 人  

蔡晨昕  陳尤樂  陳蒮貞  杜佩恩  杜雪瑩  何紫瑜  黃家楨 

黃嘉恩  李楚儀  李婕瑜  林思瑛  林甜欣  林庭希  林欣怡 

林韻儀  邱詩琪  施柔宇  王歆婕  徐佳婕  徐嘉韻  徐子雲 

顏妃汎  顏菽凡  張佳雯  張潔如  鄭宗梅  周家寧  蔡靖恆 

陳俊偉  陳俊元  陳運修  郭駿逸  黃治椲  李恕智  李松桓 

梁奕嘉  林淯駿  林照峰  林裖揚  劉俊賢  孫華維  湯棋元 

謝政億  顏予芃  余曹平  莊嘉盛 

陳凱心  陳思彤  陳欣可  杜宛庭  馮湘晴  辜家玟  郭馨兒 

黃裕淇  金尹晰  李恕宣  李思琪  林靜宜  林暐珊  林曉勤 

邱婧敏  蘇芯睿  吳慧珊  余思寧  曾寶儀  張佳霖  張靖翎 

鄭儀嫻  蔡家鑫  蔡嘉淵  陳度行  陳凱倫  杜武欽  杜智恆 

馮偉倫  黃偉杭  黃葳樂  林瑋皓  劉柏森  邱宇耀  王富德 

溫晉陞  吳坤銘  張凱傑  張時戩  鄭文傑  朱民佳 

陳佳欣  侯佳儀  黃思敏  梁凱寧  林妤宣  蘇柔雲  王婧琦 

顏浩賢  顏珮如  蔡育仁  陳恩樂  陳家偉  陳建達  陳錦泰 

陳緯勵  黃添城  黃偉翔  李建傑  李俊彥  劉佳仁  劉啟恆 

王偉璋  吳文豐  余奕薪  張俊傑  鄭俊傑  鄭澤泰  周德誠  

周鈺佑  卓瑋駿  鄭宇恆  陳瑋杭  陳忠佑  吳定禧 

蔡宇欣  杜恩童  傅元姿  高紫琪  郭敘肜  侯矜伊  胡蕙如 

黃家佳  黃敏慈  黃依琳  李子頤  林嘉謙  林嘉嬿  林靜怡 

林榕芊  林怡暄  劉柔憶  呂淑燕  童樂萱  謝楒敏  徐佳臆 

顏明慧  葉嘉音  張 羚  張汘漪  鄭歆韻  周淑嫻  蔡俊勇 

陳純信  陳家駿  陳映兆  陳智權  杜家富  傅宏圳  黃彥維 

李憲恩  林民傑  林征緯  羅政邦  阮圳和  曾許子彤 張錦彬 

張雨桐 鄭明峰 

戴依薇  方靖雯  藍香琴  李雯嬑  林可涵  林芝樂  劉靜兒 



羅紫晴  謝絲霖  張希恬  蔡京傑  陳陞銓  陳以康  戴議頡 

杜國瑞  何宇哲  黃淯唯  梁竣瑋  林嘉源  呂梓溢  馬嘉駿 

邱凱祥  邱宗珉  蘇仁豪  王義評  魏成康  巫鏡璘  吳啟泰 

謝雨航  顏啟康  曾許子康 鄭智豪  黃胤帆 

陳梔媛  洪雯欣  侯忻妤  梁婞糅  林慧茹  林佳穎  邱欣瑜 

魏恬欣  顏彩兒  蔡宗陽  陳民偉  陳偉聰  陳勇宏  陳子堅 

方智傑  黃維超  江勇翰  黎璟陞  林德寶  孫宇芃  王(學支) 

吳祺漢  吳易恩  吳泳權  蕭燁頡  謝丞昊  姚秉言  張智斌 

林思蕾  杜世勇  黃國雄  顏順業  鄭俊義 

陳詩敏  傅盈盈  郭苑鋅  黃穎欣  李永瑩  林佩雯  王愫迎 

吳惠嫻  吳銘霜  曾婉珺  陳泰萊  陳學揚  關汶旭  郭鑽彬 

洪葳曜  黃丞康  黃思達  黃新越  賴志銘  李佳駿  梁孫榮 

林俊揚  林學斌  羅錦耀  邵勇維  沈友亭  吳苡嘉  顏偉煦 

楊偉鑫  姚思宇  張豪仁  周靖騰  周子斌  卓奕宏  

陳凱霜  陳佩柔  陳儀萍  杜怡葶  馮毓琳  胡瑩玲  黃錦吟 

黃雪綿  顏祖恩  葉禕寧  莊靖瑩  蔡信陽  陳軍穎  陳立憲 

杜宗庭  關凱爾  黃沺植  黃威盛  黃偉綸  黃暐哲  黃業源 

李奕迅  連承達  梁真瑞  梁圳越  林子俊  劉傑森  沈偉健 

蘇維策  王傑勝  王畯楷  溫武衛  許傢烘  顏宋凱  余照民   

蔡佳芊  蔡心圓  陳星環  陳伊萱  方筱箐  馮歆雅  郭珮夤 

李馨穎  李彥靜  李芷萱  林佳怡  林愷葳  林綺恩  林瑞恩 

林欣如  林韻雯  劉佳玟  劉詩涵  沈恩寧  司薇寧  蘇文巧 

吳嘉儀  謝芊芊  楊雪儀  姚嘉宣  葉舜卿  鄭茴杏  鄭宇柔 

蔡殷瀚  陳晉毅  陳義聰  黃徹成  黃漍信  黃宇翔  賴政譯 

李膺盛  林勁宏  林雲展  沈家樂  沈睿恩  蘇宇恆  王 澤 

王其賢  魏岍宇  謝迪晟  張森皓  張子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