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九屆（2020 年）共 297 人  

蔡承歡  蔡佳鈺  蔡穎雅  陳家萱  陳若憶  陳怡軒  杜嘉恩 

杜雪莉  方惠茹  馮千綺  符嘉棋  洪乙琳  洪穎欣  黃潔柔 

黃世雯  黃芯穎  黃欣懿  黃紫絢  李愷蒂  李欣悅  廖翊廷 

林佳宣  林彥晰  呂博思  蘇惠晶  孫婉寧  謝素嫻  謝欣瀅 

徐惠冰  余芮恩  鄭可欣  鄭妤恩  蔡程宇  蔡宇揚  陳烘銳 

陳億泓  高偉升  郭政杬  黃聰智  黃國寶  黃書璋  黃哲凱 

梁荏禹  謝汭武  許睿陽  楊佳定  張良恩  鄭祈雋 

蔡欣穎  蔡穎怡  陳 寧  陳凱微  陳樂希  陳瑞雯  陳乙心 

陳泳嬡  陳妤瑄  陳韻萱  范祥鈺  龔明儀  黃家欣  賴慧恩 

賴乙綺  李嘉渲  林佳恬  劉明儷  盧佩恩  王佩琪  謝詩恩 

許炆蕙  顏筱匯  余 縈  張雯瑄  張穎瑩  鄭千惠  鄭婉盈 

鄭伊珺  鄭詠宣  莊靖億  卓冠伶  陳俊融  方宇斌  傅岑宇 

洪智揚  李宇禾  李正軒  林義峰  劉家銘  劉詩政  劉天福 

蘇家揚  蘇宣銘  許傢堡  許紹嚴  張時睿  鄭敬河 

蔡宇欣  陳菁菁  陳耔違  池珮歆  馮靖瀅  符心睿  林姵君 

林依恩  林芷晴  邱柔恩  施恬霖  王佳頤  王圓惠  吳柔漪 

葉宇希  余婧恬  鄭如恩  鍾楚卉  周巧翎  周宇萱  蔡貫頡 

陳家賢  戴畯德  范祥慶  黃德良  黃善彥  黃世傑  李榮恩 

李文康  林鑫佑  劉恆毅  劉勇駿  蘇俊宇  吳佳樂  許 椲 

顏明翰  姚宇敬  余程亮  余嘉誠  張溫健  鍾秉翰  朱文康 

朱奕嘉 

陳珮珊  陳韻希  方岳薇  黃佳慧  黃凱萱  黃可歆  黃祖兒 

李思敏  林萱軒  劉香妃  施家惠  施柔宇  蘇文萱  吳伊晨 

楊佳恩  楊馷語  余欣霓  張惠娟  鄭嘉渲  鄭柔靈  鄭旨琇 

蔡翌軒  蔡子和  蔡宗騰  陳家聲  陳宇恆  郭凱興  何瑞[木成] 

黃健洋  黃威銘  黃易傑  黃重遠  李澤厚  李智翰  林偉銘 



林梓軒  呂子源  邱宇健  邱志穎  沈銘晟  魏嵻漒  顏永壬 

鄭思安  朱奕鑫 

陳家霓  陳依晴  黃斌芯  黃子萱  李恩祺  蘇靖恬  謝樂筠 

許星樂  顏嘉盈  張可荔  張穎沁  鄭思薇  蔡偉勝  郭威揚 

黃銘輝  雷重軒  李承駿  李侑駿  林敬凱  林君劼  林友和 

劉家銘  邱靖捷  佘貴洺  蘇健齊  蘇俊哲  魏成耀  吳圳譽 

謝洋洋  姚櫟恆  張光鈞  張貽哲  鄭富安  鄭樂陽  周志翔 

蔡明憓  蔡宇萱  陳樂汘  陳泫霖  杜樂暄  何嘉萱  侯雪琳  

黃素梅  黃湘淇  黃心妍  李柔依  邱琬婷  魏韻桁  吳蕙君 

吳銘瑄  謝恩婷  許娸琪  余歡倪  鄭櫟恩  鄭欣潔  蔡褍潔 

陳 彪  陳博揚  陳浩瀚  陳靖桉  陳峟瑆  馮哲熙  郭家濠 

黃俊盛  江勇誠  李智宇  林家定  林權泰  馬葳證  沈柏蒽 

王宏駿  王義中  巫致傑  吳政霖  伍世頡  楊宇航  姚凱元 

鄭雲鴻 

陳美婷  陳雪彤  陳咿潔  陳垣恩  杜柔萱  杜照薇  黃祖兒 

李翊菲  林 熙  邱柔倪  謝慧欣  張嘉心  陳煒傑  杜武原 

方康俊  郭建宇  韓通衍  黃嘉航  黃可恩  李康熙  李忠河 

林禮衛  沈文彬  吳豪捷  徐哲毅  許榮德  顏茗浚  顏育康 

楊樂翔  楊緯彬  葉世豐  鄭漢祥  鄭錦鋒  鄭民傑  鄭雯豪 

許恩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