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九十屆（2021 年）共 324 人  

蔡幸伶  陳婧軒  陳穎彤  李嘉淇  李娉婷  蘇彤恩  曾善美 

鄭嘉恩  鄭宇暄  鄭鈺霖  鄭芷芯  蔡沈生  陳維康  陳宇俊 

辜凱利  黃錦程  李傑楷  林家信  林家軒  林銳陽  劉韋恩 

呂傑翰  馬榜正  潘梓鴻  蘇立申  巫勁楷  顏翊恆  姚櫟宏 

張傳昕  鄭嘉誠  鄭理澤  朱民佑 

陳慧欣  陳嘉汶  陳婕寧  陳玟霖  陳悅彤  符芷恆  郭潔敏 

洪妍韻  李思樺  林佳媛  林柔妤  林湘樂  林芷杉  劉育敏 

邱 琦  汪蔚文  吳俐賢  蕭馨潔  謝靖恆  徐惠珍  徐鑫柔 

顏婧絢  余沁恬  鄭儀卉  鄭宇瑄  陳冠宇  陳傑明  陳雷盟 

陳明家  陳穎淏  杜恩智  賴澤鑫  劉天勇  劉禹揚  蘇嘉銘 

蘇勁恆  譚 禮  魏維濤  吳凱泓  徐湧傑  徐子亮  顏川哲 

尤奕憲  余建勳  張證賢  鄭景遠 

蔡 霖  蔡茹羨  陳 靜  陳嘉萱  陳愷嫻  陳奕穎  陳芷莘 

杜康樂  辜詩滿  黃愍譞  黃鈺軒  黃芷欣  李韋儀  李馨茹 

梁穎恩  林楚恩  林俐潔  呂糅禕  羅婉儀  王學仟  吳潔敏 

游宇霏  曾鍒恩  鄭惠欣  鄭淑恩  鄭穩歆  蔡宇捷  陳冠溪 

范祥滿  馮錦鴻  傅麒勝  高偉竣  龔俐宏  辜智信  郭韋聰 

黃康向  黃重達  林浩哲  林以恆  吳文聰  謝銳陽  楊寓傑 

張協恆  張貽軒  鄭鍼霖  莊瀚哲 

陳艾婷  陳婕希  陳詩琪  陳宥霖  范詩恩  方雨彤  黃美熙 

李佩郳  林嘉棋  林欣鈿  林淯暄  劉至恩  蘇芷萱  王柔盈 

吳柔萱  顏潔敏  楊佳萱  章芷晴  鄭慧欣  鄭儀歆  鄭宇彤 

蔡竣元  蔡尚毅  陳冠宇  陳威至  陳元彬  陳智漮  方昂竣 

洪子竣  黃景鴻  紀億安  林慶豐  林鉉拯  林子安  劉毅勳 

呂吉成  許哲霆  顏偉森  鄭紀禾  鄭佳駿  鄭澤軒  周穎哲 

周梓嚴 



陳佳鎂  陳柔穎  陳怡伶  陳紫萱  范怡佳  林欣儀  翁靜彤 

鄭惠予  鄭蕙恬  鄭語緯  周卉如  陳進傑  何家俊  侯震櫟 

李靖銳  李俊霖  李苠軒  李偉翰  李忠翰  林鼎軒  林畯麟 

劉伯輝  王聖杬  溫謙樂  吳泓宇  顏宇信  余瑞琛  張景昱 

張庭瑋 

蔡利敏  陳慧真  陳苡恬  杜敏穎  何欣恬  黃佳欣  黃紫恩 

金尹瀅  林靖暄  林欣薈  林儀庭  佘桂芯  吳佳熙  吳思漪 

吳瑜馨  謝美婷  謝歆緣  許 [氵蕙]  葉鈊佃 朱文卉  蔡楒權 

蔡文振  陳凱汶  陳則宇  傅品軒  何瑞桉  洪偉程  黃明昊 

林建宇  林康勝  林勇宏  林圳鴻  劉晉樂  馬嘉鍵  蘇晉傑 

王洺樂  徐立威  許翔宇  葉佳敬  余美佑  張偉勝  鄭程澤 

陳鍒恩  戴韻彧  杜嘉芊  馮芷檸  傅騦宧  黃微恩  林睬芯 

林坤燕  林俏汝  林迎禧  劉欣漪  蘇佩琪  魏惠柔  謝欣薇 

謝沄芮  顏祖玲  楊 玲  葉凱忻  鄭熙恩  蔡勝栩  陳家勇 

陳詩湧  符智深  甘梓鋒  胡智森  黃天罐  黃偉理  黃湧哲 

黃哲慶  賴宇湛  梁嘉銓  梁紹倬  林宇哲  劉駿權  王靖威 

王銳傑  謝漢偉  謝禮鴻  余銘權  余瑋韓  莊靖鋐  莊鎮聰 

蘇雪琴 

蔡樂寧  陳睿嫻  陳婉鍒  陳韻仙  馮可穎  胡慧芯  黃婕寧 

李佳儀  梁芯愉  林慧恩  林鋺鍒  邱凱欣  蘇家盈  溫瑜婷 

徐宇婕  楊依旋  余詩晴  鄭靜兒  鄭汶渲  蔡瑞澤  蔡宇軒 

蔡元彬  陳抆年  陳永進  郭和昇  郭郅幸  黃明皆  黃宇康 

黃哲熙  黃祖佲  李嘉傑  林勇縉  阮圳宇  沈鎮熙  王奕竣 

謝汭杭  許統明  顏宏宇  顏維德  姚畯睿  鄭景濤  周佳駿 

朱健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