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第八十二屆（2013 年）共 294 人  

陳 卿  陳思穎  杜慧寧  李欣潔  李芷晴  劉雯珊  劉萱柔 

倪可慧  邱芷嫣  沈佳琪  王麗君  溫明璇  顏巧巸  張佐穗 

鄭渼意  蔡弘祥  陳偉嘉  陳元凱  杜國凱  杜笳豪  杜明軒 

馮宇寬  傅承勤  何弘輝  侯建伸  侯傑勝  黃祈文  黃沺泳 

黃文凱  廖宇鍵  林君懿  宋源耀  溫嘉智  邢益雄  徐佳鈱 

顏志康  張智正  鄭淞銘  鄭映聰  鄭宇宏 

蔡瑞林  陳思妤  陳亭而  陳心寧  陳欣潔  陳欣瑩  黃 絢 

賴明慧  梁璟彤  林慧宜  林雨萍  謝絲楊  徐靖萱  余苑冰 

張佳瑋 鄭荔倩  蔡傳陽  蔡輝益  蔡明倫  蔡宇軒  陳洪恩 

郭奕旻  黃威權  黃勇越  李啟翔  李文勇  李鑫炎  李宗盛 

梁健新  廖于澤  劉佳偉  羅一勝  蘇楚峰  邢益豪  張偉聖 

鄭敬陽  鄭君河  鄭明豪 

陳涵芊  陳涵鑫  陳麗慧  陳戀崳  杜依霖  郭奐余  郭子怡 

胡嘉萱  黃家麗  黃津苑  黃靖珊  黃綵沁  黃美辰  黃雪瀅 

賴佳怡  李學淇  梁祖盈  林海韻  林佳銣  林馨美  林依欣 

呂佩佩  容凱韻  沈依翰  蘇瑋柔  謝媚淇  徐靖馨  楊欣婷 

葉佩琦  余佳敏  余迎佳  張楚瑩  鄭涵瀅  鄭舒涵  鄭筱璇 

鄭鈺潔  蔡勇峰  陳淨銘  黃暐盛  賴丁源  李毅湋  蘇仁祥 

蘇偉鍵  葉佳樂  余長鍇  張家瑞  張宇健  鄭宗元 

蔡嘉悅  陳慧思  陳佩媵  陳婉珍  杜信瑩  馮錦嬡  洪舒琪 

洪欣秀  黃薇娜  黃依棋  黃芷瑩  柯蒨虹  李凱雯  林 雁 

林惟樂  林鈺鈁  沈葦寧  蘇芳琦  吳凱雯  謝梓寧  徐嘉嘉 

徐已晴  許潔瑩  許良柔  顏欣愉  余采樂  鄭潔恩  鄭絲尹 

鄭倚琴  周欣悅  蔡家宇  陳勁溢  陳俊榕  陳韋澎  陳鋕榮 

杜涵義  杜順賢  方凱威  洪宇航  林宗仁  劉臣鎧  蘇向陽 



吳律鋐  吳松沛  吳錫銘  許偉洋  張太乙 

蔡可欣  陳奕晴  杜彥媛  郭芫霖  黃秀芳  江柔宣  李慧芩 

李祉靖  梁秀儀  魏素冰  巫詩潔  顏佳瑩  余潔希  余銘莉 

曾宇婷  朱宇瑄  陳良吉  陳銘祥  陳偉健  陳彥彬  杜世凱 

黃偉彬  黃文輝  黃耀忠  李偉智  林財源  林啟震  芮瑋濱 

蘇春民  蘇康煒  王竟誠  王軍智  吳文駿  徐崇仁  張鴻耀 

鄭櫃烽  鄭偉德  鍾俊楠 

杜采燕  杜采瑩  方佩兒  郭欣婷  黃詩鈴  黃運恬  李佳掀 

李意嫻  林佳欣  林靖婷  呂樂怡  施佳瑩  王馨穎  謝欣諦 

許婉柔  楊順寶  余 靖  余錦柔  余思恬  張樂兒  張志頂 

鄭宇娉  周雯慧  蔡恩揚  蔡豐源  陳敬瑞  陳凱傑  陳煜煒 

杜威震  杜智毅  郭軍葳  洪維良  侯震炫  黃運瑜  林鼎盛 

林啟峰  林聖康  劉溢豪  沈梓揚  吳俊良  吳禎明  謝宏裕 

鄭嘉偉 鄭雯鮪  周茲煒  卓衛恩 

蔡淑伊  蔡雯萱  陳垣宣  戴韻庭  杜麗怡  杜依靜  黃家儀 

黃麗雲  黃依靈  顏祖儀  葉嘉雯  余玟婷  周芊妏  莊嘉怡 

陳澤遠  杜佳權  郭松洧  黃德南  黃徠吉  黃思康  黃穎聰 

李威傑  梁鴻照  梁志安  林民川  林榮傑  林松樂  魏湋慶 

吳律煌  謝錦霖  徐浚傑  徐陽威  顏威朋  張傳源  張凱軒 

鄭俊威  鄭淵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