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三屆（2014 年）共 352 人  

方岳倫  甘芮穎  黃詩柔  林桂芬  林紫薇  潘詠琪  彭倪鈞 

王雪艷  溫紫鈴  吳愷寧  謝艾霖  徐敏琦  楊樂賢  楊芯柔 

余安柔  蔡鎮宇  陳瀚霖  陳宇航  杜振旭  郭傑城  胡紹良 

黃思遠  李澤華  林鋒吉  邱漢坤  許佳靖  余孫維  鄭 諝 

黃偉傑  沈宏運  釋龔寬宏 曾淦源 

蔡慧琳  蔡皪今  馮增苑  傅慧心  侯雯旖  黃嘉盈  黃雪清 

江芝莛  廖怡思  林巧玉  劉雯苑  呂寶芩  彭勺怡  邱鍒瑩 

溫於婷  吳定明  吳為霓  許惠雯  許惟淩  顏筱萱  楊愷寧 

楊欣媛  張憶佩  鄭詩沁  鄭琬潓  鄭芷昕  陳冠鳴  陳學勤 

黃程宇  黃運達  李皜毅  李家樂  林程揚  林凱斌  林融航 

林偉高  林軒宏  劉家紳  沈銘亮  王 譽  王威銘  王先正 

吳建祺  顏智揚  周家定 

蔡可盈  陳伊靈  陳泳錡  杜怡萱  方安琪  黃艾雯  黃祥慈 

李婉婷  林嘉芯  林詩琪  林欣敏  羅紫瑄  魏彤軒  翁菀意 

吳瑋霓  葉翔羚  張芷萱  張子韻  鄭艾文  鄭麗婷  鄭鎣儀 

朱雯芳  蔡承宏  蔡智海  陳淨銳  陳偉祥  杜迪琛  杜佳安 

杜傑沛  杜武漢  黃冠仁  黃詩瑞  黃崧謙  黃偉俊  連晉宏 

林得恩  林建宏  蘇俊業  孫偉煌  王聯聰  謝宏俊  許凱鴻 

顏偉珀  余明鍇  張竣祐  周家樂 

蔡杅宣  蔡月香  陳衛琳  陳元萱  何書賢  胡惠萱  柯佳慧 

李妙樂  林鈺菁  蕭嘉琦  徐子珊  許喬蕙  余楷歆  張鳳恩 

蔡嘉駿  蔡宇捷  杜沁陽  黃俊輝  李明德  林國彥  林凱紳 

林文川  呂梓銘  吳靖源  謝全垠  葉峻銓  余孫強  莊凱恩 

陳 欣  顏嘉慧  黃國銘  藍勇洋  謝仕豪  顏逸陽  張子航 

鄭文祥 



蔡可欣  陳嘉欣  陳柔恩  陳柔潔  陳緯靜  杜詩慧  杜協芹 

何弘婷  黃敏慈  黃欣穎  林靖軒  林伊靖  劉詩薇  羅嘉佩 

羅秀渟  丘絲盈  邱詩怡  譚紫晴  謝欣穎  徐從涵  許淨茹 

顏羽璇  楊薇穎  葉韋杞  張伊淩  周欣然  蔡端宏  陳宏陽 

陳俊熹  陳勇銘  高偉豪  廖城誼  林俊航  林瑞斌  林汶翰 

林勇宏  劉鎮汶  邱宇勝  邱政銓  阮圳暉  宋源隆  蘇家靖 

溫棟麟  吳偉航  許家宏  顏予蔚  余達詠 

辜安琳  黃詩銀  黃琬心  吳靜芬  徐嘉琪  許淳敏  曾家雁 

鄭慧婷  鄭欣智  周莉恩  陳奕彤  陳鈺得  陳鎮安  程楊俊 

傅耀樂  黃應福  黃湧凌  李承學  劉耀升  沈文博  吳錦斌 

許智瑋  顏晉濠  莊文斌  傅楊琳  黃瑞祥  李 勇  顏佳萬 

葉永豐 鄭博烘 

陳柔伊  陳芷瑩  杜佳盈  杜仙雲  杜顗暄  黃沺惠  林愛秀 

劉佳琦  劉嘉萱  蘇詩雲  溫柔葦  余煊曈  陳丁源  陳嘉春 

杜勁役  杜易濱  李松浚  林宏哲  劉開誠  司威震  蘇友亮 

吳佳俊  吳俊章  蕭潤穎  鄭順安  黃希柔  楊薋穎  陳珈丞 

何宇陽  劉威祥  徐偉強  許昌勝  姚俊偉  鄭振隆 

蔡佳盈  蔡靖彤  蔡芷婧  陳 圓  陳惠艷  陳蕙雯  陳芊學 

杜絢敏  黃惠儀  黃家樂  黃傑溪  黃舒穎  黃曉彤  柯紫絡 

連卉芸  林蘊涵  劉嘉儀  沈葦琪  吳美璇  楊曼萱  楊正萱 

尤嘉煣  余靜恩  張潔穎  鄭彩蔚  鄭捷蔓  蔡漢銘  陳宏昇 

陳健隆  陳偉仁  黃靖傑  李亦航  梁家豪  林鉎嵃  林威俊 

羅凱文  翁偉勝  吳思良  許笙傑  顏威豪  顏子竣  楊學斌 

張浩田  張凱森  鄭錦海  鄭銘洋  鄭偉宏 

蔡凱琪  杜佳慧  杜婉金  馮俊雯  馮清睿  胡佳萱  林寶燕 

王靖雯  吳家瑩  謝錦兒  曾詩盈  張潔鑫  鄭文玉  蔡德欣 



陳 德  陳俊豪  陳子斌  馮珉祥  黃鐘錸  李明聰  林福玹 

林偉達  劉泓春  羅開良  吳定貴  吳煒祺  許德坤  顏誠浲 

鄭偉漢  辜朝悅  郭家軒  邱秉鈞  吳殷慶  顏廣兆  謝明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