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第六十四屆（2019 年）共 316 人  

蔡慧敏  蔡宇濘  陳碧琪  陳凱婷  陳樂涵  陳密寧  陳芊宇 

陳怡彤  陳芷儀  杜伊寧  甘梓儀  高紫微  郭婧儀  侯逸汶 

侯宇婕  黃 劼  黃淑欣  黎梓慧  李彗愉  劉柔恩  劉雯靜 

王怡婷  魏鈺霖  吳詩妍  許惟芬  許雯鍶  楊展暄  鄭嘉漪 

鄭靖涵  鄭凱恩  蔡斯洋  陳建榮  黃威翔  黃運凱  李秋恆 

李文龍  林邦傑  林鴻達  劉宇航  呂子坤  王大啟  徐靖琿   

張紀祥  張健春  鄭民傑 

蔡子恬  陳思穎  陳婷薇  陳雯娜  符芷鑫  黃捷思  賴丁寧 

馬嘉營  謝婧彤  謝樂穎  謝芯匯  張奕欣  鄭詠潔  蔡穎涵 

蔡宇恆  蔡智友  陳冠霖  陳洺楊  陳宥兆  杜偉帆  杜武建 

黃庭康  黃勇翔  黎輝鴻  林浩傑  林子央  劉善輝  劉偉傑 

劉棛明  沈宏運  顏凱銘  曾慶智  鄭圳良  周靖展 

陳慧心  陳佳蓉  陳凱琴  陳柔恩  陳儀菁  洪溦緯  黃凱霖 

李紫琳  林萱宜  王佳佳  鄭佳欣  鄭妤欣  鍾婉庭  陳俚翰 

陳湧威  杜嘉羿  杜振旭  郭其禕  黃錦傑  黃錸坤  黃聲傑 

黃煒利  黃勇竣  李亦斌  梁淵勝  廖於傑  林健豪  呂俊漢 

沈竑宇  蘇勇勁  王家業  蕭偉權  鄭暉耀 

陳雯萱  陳元晴  杜潔苗  杜莉彬  杜欣盈  杜予晴  黃馨穎 

李愛琳  李宛芯  李欣鎂  李茵茵  梁詩雅  林芮恩  林湘怡 

林欣潔  劉曉琦  呂雯麗  吳柔豫  西 蒂  徐偉妮  楊欣慈 

余楷嘉  余素盈  張穎萱  鄭伊杏  鍾佩柔  蔡賢智  陳銘桔 

陳泳境  杜嘉雋  杜勁隆  杜沁航  黃偉斌  李俊樂  林奇恩 

林偉聰  林勇健  劉威駿  潘威運  吳煒靖  楊聶帆  葉偉彬 

鍾德威  周澤晟   

蔡傑涵  蔡凱柔  陳紀螢  陳可欣  陳柔心  陳詩芩  陳意環 

陳薏冰  杜思璇  杜怡葶  方靖雯  傅心怡  高瑜瞳  黃暉月 



黃佳柔  黃羨尤  李馨漪  林嘉柔  林婕寧  林雯靜  林韻婷 

呂佩宜  羅妤寧  蘇思源  蘇艷寧  王惠仙  王千綺  溫凱芯 

吳慧柔  謝宛吟  徐家敏  許鞍哲  許詩慧  游安琪  于佳玄 

張子萱  蔡明學  蔡宗為  方凱傑  何弘軒  侯勝洋  黃勇翔 

林鴻毅  劉瑋賢  餘威立  鄭家嶸  周恆勁   

董貴娜  馮靖心  符儷嘉  李湘瑩  林澮珊  林佳佳  林思琪 

唐芷薇  余絲瑩  張淑慧  鄒芷恩  陳博恩  陳俊宏  杜順煌 

郭顥俊  郭凱傑  洪義舜  黃偉強  黃哲賢  李承澤  沈宏歷 

王順智  吳宏業  許佳樂  顏寶利  楊品葳  姚彥旭  余奕緯 

張嘉楠  鄭豐耀  鄭偉漢  周陳泫億 

陳戀琴  陳泳伈  陳育霖  洪秀雯  黃丹榆  黃嘉敏  林彤汐 

羅秀寶  蘇瑋涵  王 萱  吳凱琳  徐佳瑜  顏蓓琪  顏睬遐 

顏妙珊  余佳淋  張安琪  張嘉芸  鄭安彤  鄭揉蒽  蔡宇謙 

陳宏楷  陳俊宏  陳瑞軒  陳詩源  陳子原  傅元振  黃啟揚 

黃學武  梁晉郚  劉振業  施康樂  吳宇恆  吳棛恆  謝啟揚 

葉委圳  余凱晟  鄭凱峰  鄭惺寶  莊偉利 

蔡欣俞  陳柔亦  陳思敏  陳瑋清  陳妍廷  杜涵微  黃愛雯 

黃穎慧  李嘉濘  李琬淳  林宇湘  劉欣怡  邱宇軒  顏妍芯 

楊湘林  余婧宜  張太妤  鄭嘉欣  鄭雯軒  鄭欣柔  鄭喻雲 

陳深鴻  陳威利  杜啟軒  胡智傑  黃冠文  黃暐倫  李長霖 

林俊凱  林明凱  林瑋哲  王傳勇  王宏銳  翁俊升  吳崴乾 

吳為有  謝志湧  許爾豪  許爾傑  余曹誠  張瑞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