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八屆（2019 年）共 303 人  

蔡淇萱  蔡柔瑜  陳愷渟  陳蒻心  陳芷瑜  戴佳欣  鄧婼恩 

杜采佳  杜恩慈  杜家盈  黃苡甯  林愷韞  林芊穎  林欣霖 

林萱萱  羅宇潔  吳瑈霖  謝宇渲  許庭瑀  顏予菲  楊芊穎 

曾靖儀  鄭佳昀  鄭宇馨  莊靖葶  戴俊川  杜晉煌  杜榮瑞 

杜新毅  傅宇軒  辜嘉笙  黃聰睿  黃天成  黃獻衡  李紹康 

廖矜順  林凱勝  林子峰  劉恆宇  施恬洋  吳立傑  謝威勝 

許俊傑  顏譽恆  張凱翔  鄭富城  鄭偉濠 

陳柔妤  陳善宇  杜姚含  黃靖怡  賴思穎  林慧賢  林佳玲 

林嘉儀  林凱兒  劉於瑄  王凱恩  吳安琪  顏瑞琪  顏於玉 

楊宸儀  余盈薆  張銳怡  鄭靜宜  鄭芊芊  鄭柔安  鄭子恩 

周穎恬  陳晉陞  陳桔澎  杜傑楷  杜勁鴻  杜昀釗  胡景傑 

李皜駿  黃勢竑  李亦豐  林鑫宏  呂淳豐  王學民  吳文磊 

謝定和  徐誼凱  顏誠清  余泳瓅  張子康 

陳宛玉  陳依涵  陳詠婕  馮潔怡  黃佳妙  黃婕糅  黃靖涵 

李文心  梁嘉樂  梁嘉儀  林澮晶  林佳穎  林瑋頤  林芯陽 

羅美琳  蘇鈺淳  王柔惠  王韋柔  翁靜柔  徐佳蔚  徐巧彤 

許嘉萱  許惟婷  陳 揚  陳烘毅  陳民哲  陳宇坤  符芫竣 

何宇鵬  黃政禹  賴昱匡  李睿衡  林道意  林鼎哲  林利蒙 

林榮順  林淵峰  林莊竣  劉志勇  邱健恆  鄭雯輝  莊昇杭 

陳可萱  陳穎儀  杜樂淳  何馨宇  黃舒慈  黃雯均  黃欣慧 

金尹煣  林可善  林可欣  劉詩濘  馬羚軒  歐雪瑩  王家萱 

王其薈  許淑琦  顏嘉儀  楊佳苑  楊靖涵  葉心柔  曾慶如 

張潔瑩  鄭凱心  鄭美芝  鄭思玄  鄭紫潔  蔡俊鼎  蔡勇濱 

陳凱俊  陳志湧  陳子杭  辜祖彥  侯震耀  林庭生  林雲廣 

劉靖凱  羅俊鴻  沈芮汕  蘇勁賢  蘇耀城  翁鈴肯  許勝宏 

余兆棟  張靖軒  張子康  鄭俊傑  周馳盛 



蔡劼恩  蔡賢嬡  陳柔文  陳伊彤  方紫瑩  關樂喧  郭潔昀 

黃靖涵  黃胤軒  江芷玨  李恕馨  李煒琳  李欣眉  林桂芳 

林曉恩  梅柔漪  蘇靖柔  蘇韋如  魏彬妤  顏嘉萱  張憶涵 

周芊廷  陳海熙  陳覺樂  陳偉涵  黃雋斐  黃啟陽  黃哲沺 

雷重毅  李付豪  李佳瑋  李康豪  李正洋  林禮洋  林祥福 

林正東  沈佳渲  吳建宏  謝錦駿  鄭元銘  周仲禮 

符筱竫  黃芷祁  梁恭茹  林怡鎵  劉柔恩  劉芮琪  顏安琪 

余潔妃  張惠齡  鍾佳萱  陳恆毅  陳錦揚  戴鎰帆  方智遠 

郭建斌  郭郅憲  黃德昇  羅建鑫  蘇恩頡  王振生  吳駿恆 

吳迅康  謝旻軒  徐立陽  楊富勝  曾傳軒  曾宥森  詹家任 

鄭瑋聰   

辜欣儀  廖雪莉  林詩穎  林宇嘉  凌芷琦  王乙馨  魏靖希   

謝婧萱  許曉萱  張舒摁  鍾岢芹  蔡子健  陳薦竑  陳詩泓   

杜澤羽  黃國浚  黃俊熙  江品彥  李駿濠  李子彬  蘇原震   

溫浩揚  謝凱炫  謝懸毅  許家鑫  顏億烽  顏智正  張玟證 

陳婷鈺  杜宜芳  辜雪兒  黃鍒兒  劉佳恩  劉雯蕙  羅佩妮 

溫子茹  楊佳錤  張懷瑩  蔡京宏  陳勁舜  杜紹帆  杜威陽 

洪杬皓  黃開陽  梁真愷  林家源  林師進  羅偉興  邱弘先 

邱凱樂  蘇立發  顏傑昇  余槽駿  張偉盛  鄭凱祥  鄭圳成 

莊鎮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