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七屆（2018 年）共 330 人  

蔡靜恩  陳瑩芯  杜彥穎  李楷綾  林凱婧  邱楒瑩  吳柔恩 

徐婕盈  許曉琴  楊佳宣  鄒芷彤  陳力誌  鄧勇俊  杜銘軒 

方文俊  符鈁愷  韓奇衍  黃敬翔  黃威立  黃棛暘  廖峻鋒 

林松寬  羅錦威  蘇崇進  溫謙懿  吳偉弘  吳重勳  謝宗耀 

許禎祥  游育恩  余岦洋  張鍏傑  鄭竣豪  鄭文龍 

陳婧心  陳戀芝  陳心語  杜欣柔  方惠瑩  符嘉文  高珂萱 

何以靈  洪智勤  黃愷鑫  黃穎怡  黃韻媛  賴俐璇  李卉穎 

李天心  劉恩歆  馬嘉慧  沈潔瑩  謝欣霖  許巧薏  顏葦萱 

張安璇  鄭宇萱  鄭緣欣  鍾勢菡  蔡毅軒  陳澔暘  陳俊傑 

陳喜洋  崔潼鍏  杜熹衡  杜賢毅  江思遠  賴以建  李長錦 

施佳慶  魏仁俊  吳國偉  吳重毅  徐子恆  許鎔旭  顏境鞍 

顏明傑  顏瑋桐  余啟正  趙恆宇  莊瀚文 

傅厤巸  洪鉯捷  黃楷琦  徐家祺  許文欣  張樂萱  鄭嘉欣 

蔡銡深  陳 富  陳興發  陳宇聰  杜敬軒  杜靖德  馮祺皓 

胡晃添  黃開源  黃糠禹  黃偉源  雷重恆  李宏量  林冠良 

羅立翔  駱抿憲  佘貴翔  王敬盛  巫國祥  吳宇聲  徐誼斌 

顏證辰  余旺業  余照生  鄭子健  周佳豪 

蔡依儒  蔡宇馨  杜心彤  杜雪兒  方岳恩  黃琬淇  林佳寧 

林萱慈  施家馨  王樂萱  張婉萍  周瑜霖  陳東碩  陳明鋒 

陳松定  陳宇恩  陳元斌  杜宇航  郭凱竣  洪哲敏  黃立澤 

梁景崴  林智誠  劉俊銘  邱絢鄴  蘇俊偉  孫傳威  王勁恆 

王敬富  魏斌暉  巫致毅  吳靖葳  謝松霖  余宏恩  曾志恆 

張集豪 

蔡慧俞  蔡朋霖  蔡欣恩  陳嘉萱  陳可柔  陳薇亦  陳歆允 

陳怡杉  陳薏文  甘梓嫻  侯恩慈  侯佩萱  黃舒恩  黃思穎 

李姿蔚  林佳萱  陸宇宣  吳嘉慈  徐慧欣  徐苑芝  許欣柔 



顏宇琳  余紫馨  鄭柔瑩  周 敏  蔡漢椲  蔡明浚  陳原薦 

杜恩哲  杜昀昊  范祥朋  范祥宗  李恕勇  李易勳  林潲凡 

林友禮  凌煜恆  蘇勇銘  王炫誠  謝志鵬  張鶴彬  張駿錡 

鄭偉誠  鄭耀祖 

蔡劼恬  蔡馨瑩  陳潔儀  陳婕兒  陳愷君  陳戀冗  陳思﹝火庭﹞ 

陳宇萱  杜芷欣  馮潔瑩  黃世欣  黎梓瑩  李思潔  李月桐 

林嘉儀  劉家萱  劉小歡  溫凱絹  吳柔儀  吳柔儀  許智晴 

楊緯祺  楊欣茹  鄭含睿  鄭羽珮  周恩頎  陳鵬騰  杜樂斌 

杜維祥  杜向陽  辜緯捷  關量升  郭和賢  黃國健  黃弘逸 

黃暐彬  黃禹融  黃哲武  柯鍏健  李志健  羅凱威  羅宇康 

王錦輝  魏維樂  顏永序  葉松鑫  張漢偉 

蔡賢若  蔡絢頤  陳慧琳  陳棠敏  陳元錡  符芷瑄  辜琬淇 

郭欣亭  郭芝君  侯柔藝  黃凱柔  孔德萱  林邦藝  林凱芯 

林欣漪  邱芷瑤  司徒穎欣 蘇紫薇  吳韋蒽  謝雨凝  許妙心 

楊佳芊  張瑩盈  鄭 潔  鄭焙蒽  蔡羿陞  蔡宗仁  陳軍偉 

陳俚恩  陳麒屹  黃禮鴻  李偉豪  梁世東  林畯穎  歐陽金發 

邱志偉  王輝鉎  王銪傑  翁偉傑  吳靖澤  吳宋斌  許善傑 

張縱橫  鄭紹澤  林嶸勝 

陳家儀  陳靜儀  陳詩晴  陳儀琦  杜佳萱  黃楚縈  黃捷煣 

黃玟瑄  黃胤慈  黃芷薇  黃祖慧  林晶芳  林湘瑩  林姿馨 

劉靖恩  劉晞恩  邱恩琪  魏靖悅  謝楷歆  謝俐瑩  謝欣鍒 

徐子媛  張恩綺  張月瑤  蔡尚康  蔡偉勝  陳子鴻  杜易航 

辜仁欽  辜芷劍  黃宇航  江驊祐  李正騰  梁烶凱  林鼎昌 

林鴻楷  歐陽毅昌 沈毅峰  施承材  蘇耀洋  蘇智傑  謝揚毅 

楊昱淞  余凱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