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橙隊名單 
 姓名 班級 

1 钟丽琪 初一白 
2 陈伟彬 初一白 
3 韦家琪 初一白 
4 廖祈敬 初一白 
5 刘崇卉 初一白 
6 陈舒琪 初一白 
7 童愉晴 初一白 
8 陈希谨 初一白 
9 洪菻雂 初一蓝 

10 周传誉 初一蓝 
11 蔡佳琪 初一蓝 
12 王隽哲 初一蓝 
13 吕凯霖 初一蓝 
14 张贻佩 初一蓝 
15 王伟健 初一蓝 
16 黄胜礼 初一蓝 
17 陈谚铌 初一黄 
18 李权章 初一黄 
19 李惠雯 初一黄 
20 卢顺祥 初一黄 
21 陈家庆 初一黄 
22 郑慧贤 初一黄 
23 朱镇国 初一黄 
24 林俊冶 初一黄 
25 谢荣发 初一红 
26 陈佩佩 初一红 
27 张钧华 初一红 
28 邱宗哲 初一红 
29 卢传阳 初一红 
30 饶伟文 初一红 
31 陈嘉雯 初一红 
32 陈健勇 初一红 
33 杨文迪 初一红 
34 陈胜阳 初一红 
35 陈沅维 初一青 
36 许芠逡 初一青 
37 李慧琳 初一青 
38 李幸聪 初一青 
39 郭达乘 初一青 
40 陈劲佑 初一青 
41 唐俊良 初一青 

42 沈家健 初一青 
43 庄蕴琪 初一橙 
44 徐伟杰 初一橙 
45 许廷钧 初一橙 
46 李光益 初一橙 
47 李淑锜 初一橙 
48 黄伟杰 初一橙 
49 陈彦涵 初一橙 
50 杨荃盈 初一橙 
51 杨佩敏 初一橙 
52 罗祖贤 初一橙 
53 郑志祥 初一橙 
54 谢声华 初二白 
55 李思蓁 初二白 
56 曾晶圆 初二白 
57 任洁涵 初二白 
58 刘淑俐 初二白 
59 余兖隆 初二白 
60 郑爱文 初二白 
61 段凯婷 初二白 
62 陈维铃 初二白 
63 李明峰 初二蓝 
64 李炜鍵 初二蓝 
65 黄莘期 初二蓝 
66 张凯胜 初二蓝 
67 庄玮琪 初二蓝 
68 黄铭业 初二蓝 
69 郭心瞳 初二黄 
70 黄循章 初二黄 
71 彭凯峰 初二黄 
72 黄骏杰 初二黄 
73 易诗晴 初二黄 
74 赖欣忆 初二黄 
75 郑暐翰 初二红 
76 张俊伟 初二红 
77 李隆翔 初二红 
78 胡宇鹏 初二红 
79 温军铭 初二红 
80 林暐俊 初二红 
81 袁国兴 初二红 
82 曾裕全 初二红 
83 李志旺 初二红 
84 郑进圣 初一红 



85 林进益 初二红 
86 陈仪君 初二青 
87 黄友顺 初二青 
88 许慧妮 初二青 
89 黎国辉 初二青 
90 吴柔嬑 初二青 
91 周雪媚 初二青 
92 庄怀诗 初二青 
93 陈毅昇 初二青 
94 张嘉琦 初二青 
95 李泽豪 初三白 
96 罗伟伦 初三白 
97 余嘉豪 初三白 
98 谢昕莹 初三白 
99 刘佳琪 初三白 
100 姚维安 初三白 
101 范沥匀 初三白 
102 尹宝乐 初三白 
103 黄田顺 初三白 
104 謝迪生 初三白 
105 邹丽淇 初三白 
106 程秀慧 初三白 
107 饶凯文 初三蓝 
108 钟君汉 初三蓝 
109 陈毓康 初三蓝 
110 高伟仁 初三蓝 
111 林小玉 初三蓝 
112 潘诗夷 初三蓝 
113 郑淑梅 初三蓝 
114 李雪敏 初三蓝 
115 曾咏儿 初三黄 
116 陈乐欣 初三黄 
117 辜雯静 初三黄 
118 陈为亿 初三黄 
119 黄俊源 初三黄 
120 陈汶沁 初三黄 
121 鄭振威 初三黄 
122 李锡伟 初三黄 
123 吕侍键 高一理 
124 洪菁菁 高一理 
125 曾仁杰 高一理 
126 劉偉勝 高一理 
127 黃燕萍 高一理 

128 黄丽梅 高一理 
129 黃嘉敏 高一文商白 
130 李慧玲 高一文商白 
131 黃威陽 高一文商白 
132 黃彥婷 高一文商白 
133 陳凱杰 高一文商白 
134 陳文彬 高一文商白 
135 梁靜瑜 高一文商蓝 
136 張華倩 高一文商蓝 
137 余文圣 高一文商蓝 
138 陈丽雯 高一文商蓝 
139 杨宇恒 高一文商蓝 
140 林健偉 高一文商蓝 
141 黃家馨 高一文商蓝 
142 蔡志偉 高一文商黄 
143 張添順 高一文商黄 
144 叶力维 高一文商黄 
145 張偉成 高一文商黄 
146 李佩琪 高一文商黄 
147 邱願富 高二理 
148 黃致程 高二理 
149 胡筱慧 高二理 
150 任浩陽 高二理 
151 陳芯怡 高二文商白 
152 劉慧姍 高二文商白 
153 高慧文 高二文商白 
154 陳昱吟 高二文商白 
155 劉淑慧 高二文商白 
156 黃小娟 高二文商白 
157 李信忠 高二文商白 
158 劉華斌 高二文商黄 
159 梁永輝 高二文商黄 
160 黃素晶 高二文商黄 
161 蘇紫恩 高三理 
162 黃嘉欣 高三理 
163 林四斌 高三理 
164 王寶金 高三理 
165 陳麗鳳 高三理 
166 謝侄廉 高三文商白 
167 林展宏 高三文商黄 
168 何俊豪 高三文商黄 

169 葉凱松 高三文商黄 

170 謝敏伊 高三文商黄 



171 林映慧 高三文商黄 

172 鄭偉強 高三文商黄 

173 王思瑩 高三文商黄 

174 郭哲軒 高三文商黄 

175 李國良 高三文商黄 

176 林俊義 高三文商黄 

177 蔡傳偉 高三文商黄 

178 許維熊 高三文商黄 

179 陳子莉 高三文商黄 

180 黄善婷 高三文商黄 

181 鐘振威 高三文商黃 

182 宋恩健 初二白 

183 陈智皓 初二白 

184 陈德晖 高一理 

185 陈顺杰 高二文商黄 

196 洪婷婷 初一白 

197 洪过颢 初一红 

188 洪艺盈 初一黄 

189 粱凯恩 初一橙 

190 李钰枝 初一橙 

191 吴锦晟 初二红 

192 陈莉颖 初一白 

193 余永乐 初二青 

194 邓铌霖 初三篮 

195 李勇翰 初二蓝 

196 林咏乐 初二白 

197 洪妞妞 高二理 

 



2010 年紅隊名單 
 姓名 班級 

1 周佳德 初一白 
2 吕悄璇 初一白 
3 邱竣维 初一白 
4 严靖琳 初一白 
5 刘锦慈 初一白 
6 陈奎秀 初一白 
7 江盈蓓 初一白 
8 庄子澈 初一蓝 
9 蔡惠冰 初一蓝 

10 张世通 初一蓝 
11 何滢康 初一蓝 
12 尤俊凯 初一蓝 
13 李欣儿 初一蓝 
14 苏天仁 初一蓝 
15 崔文君 初一蓝 
16 胡悦攀 初一蓝 
17 江伟源 初一黄 
18 周光伟 初一黄 
19 蔡链诗 初一黄 
20 林家艺 初一黄 
21 李国豪 初一黄 
22 刘纾孜 初一黄 
23 莫汉文 初一黄 
24 庄令斌 初一黄 
25 叶爱群 初一黄 
26 王威立 初一黄 
27 林欣静 初一黄 
28 黄金祥 初一黄 
29 刘伟杰 初一红 
30 王紫琳 初一红 
31 温嘉诚 初一红 
32 石英楠 初一红 
33 李佳辉 初一红 
34 林金萦 初一红 
35 陈智祥 初一红 
36 孙迪彬 初一红 
37 颜忠礼 初一青 
38 蔡隆煜 初一青 
43 邱湀栩 初一青 
44 曾意淇 初一青 
45 李韵欣 初一青 

 

46 陈艺仁 初一青 
47 梁家炜 初一青 
48 黄睿劼 初一青 
49 陈文川 初一青 
50 范鸿吉 初一青 
51 钟依珊 初一橙 
52 黄威耀 初一橙 
53 王啟炫 初一橙 
54 李铭顺 初一橙 
55 李婉芳 初一橙 
56 黄伟明 初一橙 
57 邓达权 初一橙 
58 叶宇清 初二白 
59 郑佳仪 初二白 
60 黎家馨 初二白 
61 王宛湄 初二白 
62 张铭迅 初二白 
63   
64 蔡子健 初二蓝 
65 邱敬凯 初二蓝 
66 张苏瀚 初二蓝 
67 郑伊可 初二蓝 
68 何瑞翔 初二蓝 
69 何瑞咏 初二蓝 
70 郑彩亿 初二蓝 
71 萧伟杰 初二蓝 
72 梁凯伦 初二蓝 
73 谢采君 初二黄 
74 苏铭良 初二黄 
75 蔡欣莹 初二黄 
76 卢颂宜 初二黄 
77 吴炳宏 初二黄 
78 萧上智 初二黄 
79 曹嘉明 初二黄 
80 李素真 初二黄 
81 陈采珍 初二黄 
82 陈健聪 初二黄 
83 张家皓 初二红 
84 廖秀婷 初二红 
85 陈苇庆 初二红 
86 林四勇 初二红 
87 李誌远 初二红 



88 鐘征賢 初二红 
89 李伟鸿 初二红 
90 彭俊杰 初二红 
91 张家皓 初二红 
92 张炳梧 初二红 
93 黄铭荣 初二青 
94 萧钰敏 初二青 
95 罗文勤 初二青 
96 郑雯坪 初二青 
97 殷锦扬 初二青 
98 江俊昇 初二青 
99 黄意君 初二青 

100 陈玟錡 初二青 
101 余俊锋 初三白 
102 庄耀主 初三白 
103 许添发 初三白 
104 萧凯雯 初三白 
105 吴志文 初三白 
106 萧韵怡 初三白 
107 黄佩怡 初三白 
108 杨金维 初三白 
109 张俊轩 初三白 
110 庄佳扬 初三蓝 
111 黄富董 初三蓝 
112 潘建聪 初三蓝 
113 丁昊山 初三蓝 
114 何泽凯 初三蓝 
115 李國宏 初三蓝 
116 和卓尔 初三蓝 
117 戴维琳 初三蓝 
118 黄楷裕 初三黄 
119 徐嘉宏 初三黄 
120 黄伟汉 初三黄 
121 李文愿 初三黄 
122 林燕盈 初三黄 
123 王运则 初三黄 
124 王威揚 初三黄 
125 蒲家會 初三黄 
126 陈文杰 初三黄 
127 陳明緯 高一理 
128 陈勇宏 高一理 
129 曾勁融 高一理 
130 馬可 高一理 

131 蔡宇智 高一理 
132 曾裕忠 高一理 
133 张雁菁 高一理 
134 李宗翔 高一理 
135 陈映字 高一理 
136 李恩平 高一理 
137 嚴旭豪 高一文商白 
138 吕晶晶 高一文商白 
139 陳柞仰 高一文商白 
140 朱奕丞 高一文商白 
141 江俊毅 高一文商白 
142 潘俊宏 高一文商蓝 
143 馬慧娟 高一文商蓝 
144 謝振健 高一文商蓝 
145 蔡榮輝 高一文商蓝 
146 张姵逸 高一文商蓝 
147 楊紫瑩 高一文商蓝 
148 陳建豪 高一文商蓝 
149 陳健文 高一文商黄 
150 吳凱莉 高一文商黄 
151 蔡競輝 高一文商黄 
152 陳勇任 高一文商黄 
153 黄润杰 高一文商黄 
154 林紓伊 高一文商黄 
155 陈韵而 高一文商黄 
156 鄭淑貞 高一文商黄 
157 蔡紫瀅 高一文商黄 
158 邱慷雄 高一文商黄 
159 陳明輝 高二理 
160 歐陽可育 高二理 
161 方淑銀 高二理 
162 張榮杰 高二理 
163 張可欣 高二理 
164 王欣盈 高二理 
165 劉秉翰 高二理 
166 尹佩琳 高二理 
167 高淑清 高二文商白 
168 郭欣蓉 高二文商白 
169 钟文山 高二文商白 
170 彭美怡 高二文商白 
171 宋靜雯 高二文商白 
172 楊美晶 高二文商白 



173 胡淑洳 高二文商白 
174 江韋達 高二文商黄 
175 楊子超 高二文商黄 
176 章汉源 高二文商黄 
177 林志颖 高二文商黄 
178 谢玮扬 高二文商黄 
179 周霖結 高二文商黄 
180 張榮燊 高三理 
181 彭依雯 高三理 
182 孫楊銘 高三理 
183 李保樺 高三理 
184 甄為結 高三理 

185 茹文贤 高三理 

186 韓友盛 高三文商白 

187 邱家寶 高三文商白 

188 楊佩兒 高三文商白 

189 彭元偉 高三文商白 

190 符式軒 高三文商黄 

191 黃欣葦 高三文商黄 

192 陳淑芳 高三文商黄 

193 鄭文源 高三文商黄 

194 王玲雯 高三文商黄 

195 陳詠隆 高三文商黄 

196 李建勛 高三文商黄 

197 詹詩琴 高三文商黄 

198 严依琳 初二白 

199 张荣顺 初一蓝 

200 萧怡霏 初二白 

201 蔡朽沂 初一红 

202 宋恩健 初二白 

203 谢振康 初一青 

204 林俊诒 初一黄 

205 黄健源 初一橙 

 

 



20１０年藍隊名單 
 姓名 班級 

1 陈筱伶 初一白 
2 颜安琪 初一白 
3 李佳安 初一白 
4 林颖嘉 初一白 
5 黄振宏 初一白 
6 江芷晴 初一白 
7 陈颖欣 初一白 
8 杨宇宁 初一白 
9 郭芷勤 初一白 

10 邱文怡 初一蓝 
11 蔡综颢 初一蓝 
12 陈诺尔 初一蓝 
13 吴恢宇 初一蓝 
14 李佳蕙 初一蓝 
15 梁永冠 初一蓝 
16 陈日鸿 初一蓝 
17 邓昭淇 初一蓝 
18 叶健正 初一蓝 
19 邱静优 初一蓝 
20 李浚玮 初一蓝 
21 曾倩仪 初一黄 
22 谢玮铭 初一黄 
23 江俊颖 初一黄 
24 梁凯翔 初一黄 
25 许诗恩 初一黄 
26 沈子诚 初一黄 
27 余健华 初一黄 
28 蒋佳富 初一红 
29 颜塬哲 初一红 
30 李伟伦 初一红 
31 黄顺发 初一红 
32 洪双柔 初一红 
33 温瀚伟 初一红 
34 谢文升 初一红 
35 李辉盛 初一红 
36 谢荣盛 初一青 
37 李慧琳 初一青 
38 黄奕维 初一青 
39 赖佳年 初一青 
40 罗明利 初一青 
41 黄伟骏 初一青 

42 陈饶焮 初一青 
43 郑诗涛 初一青 
44 余敏嘉 初一青 
45 廖芷仪 初一青 
46 翁锦椿 初一青 
47 郭兆祥 初一青 
48 温至谦 初一橙 
49 郭湧亢 初一橙 
50 赖美君 初一橙 
51 刘航溢 初一橙 
52 殷欣菱 初一橙 
53 彭廉为 初一橙 
54 吉田陵世 初一橙 
55 冯传权 初一橙 
56 颜炜杰 初二白 
57 方筠萤 初二白 
58 刘绵馨 初二白 
59 胡康伟 初二白 
60 陈玮欣 初二白 
61 黄嘉玲 初二白 
62 潘晓慧 初二白 
63 邱子衔 初二蓝 
64 陈洁仪 初二蓝 
65 邱珂芩 初二蓝 
66 杨心愉 初二蓝 
67 余健亮 初二蓝 
68 杨晓君 初二蓝 
69 李佳琪 初二蓝 
70 冯淑琳 初二蓝 
71 黄羡甯 初二蓝 
72 林廷伟 初二蓝 
73 叶耀鸿 初二黄 
74 洪少丰 初二黄 
75 彭嘉宝 初二黄 
76 邱进勳 初二黄 
77 区洧诚 初二黄 
78 宋静妍 初二黄 
79 罗汉文 初二黄 
80 郑淑铃 初二黄 
81 黄凯峰 初二黄 
82 李慈蔚 初二黄 
83 陈绣晶 初二黄 
84 陈楷誉 初二红 



85 江伟豪 初二红 
86 李耀盛 初二红 
87 罗妙菁 初二红 
88 林威安 初二红 
89 林俊盛 初二红 
90 郑凯沅 初二红 
91 甘咏圣 初二红 
92 赵嘉诚 初二红 
93 陈壹琛 初二红 
94 馮智深 初二红 
95 罗铠驯 初二青 
96 黄俊耀 初二青 
97 张协聪 初二青 
98 梁侹逵 初二青 
99 曾俊凯 初二青 
100 朱健豪 初二青 
101 黄莉斯 初三白 
102 刘姞汙 初三白 
103 李明豫 初三白 
104 刘华乐 初三白 
105 林俊伟 初三白 
106 宋玫颐 初三白 
107 余敏绮 初三白 
108 黄更庄 初三蓝 
109 龚志仁 初三蓝 
110 郑良威 初三蓝 
111 黄韵涵 初三蓝 
112 曾嘉慧 初三蓝 
113 黄伟杰 初三蓝 
114 叶洛鑌 初三蓝 
115 张镇男 初三蓝 
116 洪湘慧 初三蓝 
117 黄贝微 初三蓝 
118 黄锦祥 初三蓝 
119 洪志皓 初三黄 
120 陈文杰 初三黄 
121 廖振帼 初三黄 
122 陳彩琴 初三黄 
123 刘玄亮 初三黄 
124 林淑貞 初三黄 
125 柯伟立 初三黄 
126 刘俊慷 初三黄 
127 林智仪 高一理 

128 廖静璇 高一理 
129 許珂恩 高一理 
130 叶安妮 高一理 
131 郑利隽 高一理 
132 劉晉瑜 高一文商白 
133 李桂福 高一文商白 
134 叶雪佩 高一文商白 
135 郑凯铭 高一文商白 
136 魏程桢 高一文商白 
137 楊玉彬 高一文商白 
138 李佳恩 高一文商白 
139 赵小瑄 高一文商白 
140 梁峻銘 高一文商白 
141 鐘瑋寧 高一文商白 
142 钟诗意 高一文商白 
143 朱俊发 高一文商蓝 
144 羅升佑 高一文商蓝 
145 洪慧婷 高一文商蓝 
146 阮政諹 高一文商蓝 
147 李瑋恩 高一文商蓝 
148 葉意善 高一文商黄 
149 陳启翔 高一文商黄 
150 陳志毅 高一文商黄 
152 劉博元 高一文商蓝 
153 郭祖航 高一文商黄 
154 李德亿 高一文商黄 
155 柯伟翰 高一文商黄 
156 陳健豪 高二理 
157 周承業 高二理 
158 吳翠婷 高二理 
159 郭慧敏 高二理 
160 鄭采勝 高二理 
161 林曉容 高二理 
162 曾勁勛 高二理 
163 王金霖 高二文商白 
164 黃芊玲 高二文商白 
165 溫欣靜 高二文商白 
166 謝鳳燕 高二文商白 
167 徐家誠 高二文商白 
168 蔡靜業 高二文商白 
169 符之銨 高二文商白 
170 楊源臻 高二文商白 
171 陳怡臻 高二文商白 



172 李淑琪 高二文商黄 
１７３ 董慧冰 高二文商黄 
１７４ 郑俊杰 高二文商黄 
１７５ 柯伟文 高二文商黄 
１７６ 廖偉覺 高三理 
１７７ 林詩尹 高三理 
１７８ 粘尚彬 高三理 
１７９ 李淑穎 高三理 
１８０ 徐偉捷 高三文商白 
１８１ 張義楓 高三文商白 
１８２ 符如妍 高三文商白 
１８３ 劉明順 高三文商白 
１８４ 黄小慧 高三文商白 
１８５ 張京暉 高三文商黄 
１８６ 曾祥裕 高三文商黄 
１８７ 林津慧 高三文商黄 
１８８ 陈颖双 高三文商黄 
１８９ 李家俊 高三文商黄 
１９０ 真佐美 初二白 

１９１ 谢美婷 初二蓝 

1 9 2 叶安媚 初二蓝 
1 9 3 林伍桐 初二黄 
1 9 4 杨惠雯 初二红 
1 9 5 谢勇权 初二青 
1 9 6 李凤莹 初一青 
1 9 7 邝伟顺 初三蓝 

 



2010 年黃隊名單 
 姓名 班級 
1 陈泳乐 初一白 
2 薛婉瓅 初一白 
3 余佳霖 初一白 
4 郭荣达 初一白 
5 赖琦贞 初一白 
6 黄子晴 初一白 
7 黄维镒 初一白 
8 潘晓雯 初一白 
9 陈希敏 初一白 

10 胡静儿 初一白 
11 洪俊杰 初一蓝 
12 蔡佳玟 初一蓝 
13 王禄泩 初一蓝 
14 梁立甫 初一蓝 
15 苏嘉玲 初一蓝 
16 萧慧娴 初一蓝 
17 陈立嘉 初一蓝 
18 杨超 初一蓝 
19 叶芷芸 初一蓝 
20 柯子明 初一蓝 
21 吴嘉恒 初一黄 
22 邱尔宗 初一蓝 
23 林芹苇 初一蓝 
24 阮子箐 初一黄 
25 邱彬倡 初一黄 
26 梁瀚宇 初一黄 
27 林雯妮 初一黄 
28 杨靖毅 初一黄 
29 杨钦进 初一黄 
30 杨惠晴 初一黄 
31 谢钟原 初一黄 
32 何嘉雯 初一黄 
33 殷富亨 初一红 
34 陈玮怡 初一红 
35 徐永杰 初一红 
36 李凯旋 初一红 
37 卢姿伊 初一红 
38 毛朝业 初一红 
39 郑名盛 初一红 
40 黄咏晴 初一红 
41 朱江 初一红 

42 江智华 初一青 
43 林志豪 初一青 
44 潘俊杰 初一青 
45 黄贝蒂 初一青 
46 陈敬宪 初一青 
47 陈淑桦 初一青 
48 郑浩缘 初一青 
49 黄荣升 初一青 
50 马熙辰 初一橙 
51 古家乐 初一橙 
52 丘岷燊 初一橙 
53 林慧仪 初一橙 
54 李岩辉 初一橙 
55 林淑恩 初一橙 
56 彭煦杰 初一橙 
57 温育泽 初一橙 
58 赵良鋑 初一橙 
59 陈慧琳 初一橙 
60 郑凯鑫 初一橙 
61 周佩珊 初二白 
62 邱自力 初二白 
63 郑俊毅 初二蓝 
64 王泇荐 初二白 
65 陈诘霖 初二白 
66 黄鎡铮 初二白 
67 王玮雯 初二白 
68 陈依依 初二白 
69 蔡德盛 初二蓝 
70 郑伊可 初二蓝 
71 郑志铭 初二蓝 
72 叶博泽 初二蓝 
73 黄佩珊 初二蓝 
74 罗丝霓 初二蓝 
75 陈葶蕙 初二蓝 
76 黄循宏 初二黄 
77 李锡涵 初二黄 
78 洪文龙 初二黄 
79 陈凯轩 初二黄 
80 吴国锋 初二黄 
81 江紫薇 初二黄 
82 梁富添 初二红 
83 潘诗晴 初二红 
84 钟诗琪 初二红 



85 卢俊贤 初二红 
86 侯玉玲 初二红 
87 邱宗煌 初二青 
88 陈雯禕 初二青 
89 叶芸薇 初二青 
90 张树铭 初二青 
91 王薇婷 初二青 
92 陈祖豪 初二青 
93 黄蒞恒 初二青 
94 叶健成 初二青 
95 庄棋安 初二青 
96 刘佳历 初二青 
97 王儀玲 初二青 
98 黃光鴻 初二青 
99 潘美琪 初三白 
100 王云妮 初三白 
101 叶梓敬 初三白 
102 卡米拉 初三白 
103 翁芷倩 初三白 
104 廖诗韵 初三白 
105 杨钰凌 初三白 
106 杨俊聪 初三蓝 
107 李嘉雯 初三蓝 
108 张碧瑜 初三蓝 
109 杨俊杰 初三蓝 
110 陈贝恩 初三蓝 
111 何瑞凌 初三蓝 
112 梁佩琳 初三蓝 
113 赖宥佃 初三蓝 
114 詹康鴻 初三蓝 
115 吕梓伟 初三黄 
116 颜铭鹏 初三黄 
117 张碧琪 初三黄 
118 吴嘉庆 初三黄 
119 陈佳辉 初三黄 
120 余优辰 初三黄 
121 陈诉文 初三黄 
122 张筱慧 初三黄 
123 林敏乐 初三黄 
124 陳國瀚 初三黄 
125 张贻国 初三黄 
126 雷永权 初三黄 
127 莊紹霖 初三黄 

128 方勇駿 初三黄 
129 張証翊 高一理 
130 鄭求恩 高一理 
131 彭鈺雲 高一理 
132 鄭錦隆 高一理 
133 羅偉杰 高一理 
134 鄧少箐 高一理 
135 胡嘉芳 高一理 
136 李蘊慈 高一文商白 
137 彭紫綾 高一文商白 
138 蒙絲淇 高一文商白 
139 陳俊耀 高一文商白 
140 鄭良成 高一文商白 
141 劉崇義 高一文商白 
142 黃永榮 高一文商蓝 
143 黃潔 高一文商蓝 
144 张伟明 高一文商蓝 
145 潘詩盈 高一文商蓝 
146 黃俊凱 高一文商蓝 
147 施澹杰 高一文商蓝 
148 邱宗梁 高一文商黄 
149 陈永顺 高一文商黄 
150 袁國祥 高一文商黄 
151 陳省江 高一文商黄 
152 李隆銓 高一文商黄 
153 郑俊晖 高二理 
154 謝家皓 高二理 
155 廖珮玉 高二理 
156 蘇偉亮 高二理 
157 賴建浩 高二理 
158 蔡燕麗 高二理 
159 蔡燕媚 高二理 
160 鄭運兒 高二文商白 
161 林子原 高二文商白 
162 黎家秀 高二文商白 
163 陈子慧 高二文商白 
164 黎珮馨 高二文商白 
165 蕭慧婷 高二文商白 
166 庄恩赐 高二文商黄 
167 朱俊泉 高二文商黄 
168 潘加傑 高二文商黄 
169 林育生 高二文商黄 
170 庄国贵 高二文商黄 



171 邱培坤 高三理 
172 鄭登暉 高三理 
173 莊敏賢 高三理 
174 卓鍵城 高三理 

175 黃淑媚 高三理 

176 黄嘉欣 高三理 

177 黃心怡 高三理 

178 葉勇慶 高三文商白 

179 邱澤匯 高三文商白 

180 陳莉湞 高三文商白 

181 鄧豪杰 高三文商白 

182 蔡曼怡 高三文商黄 

183 鄭寧順 高三文商黄 

184 鄭慶泳 高三文商黄 

185 钟魏坚 高三文商黄 

186 鄭文發 高三文商黄 

187 蕭偉榮 高三文商黄 

188 鐘一輝 高三文商黄 

189 张伟男 初一白 

190 潘俊杰 初一青 

191 陈志昌 初一红 

192 李伊秦 初一黄 

193 钟可妮 初一蓝 

194 陈丽 高一文商白 

195 杨诗羽 高一理 

196 雷善健 初二白 

197 沈慧姗 初二白 

 

 



2010 年青隊名單 

 姓名 班級 
1 周芷晴 初一白 
2 陈冠延 初一白 
3 方筠婷 初一白 
4 李隆辉 初一白 
5 罗彤萱 初一白 
6 彭康益 初一白 
7 宋慧盈 初一白 
8 汤宝儿 初一白 
9 洪晓琪 初一蓝 

10 赵文诚 初一蓝 
11 胡震宏 初一蓝 
12 李韦静 初一蓝 
13 罗永顺 初一蓝 
14 张丝妮 初一蓝 
15 蔡建兴 初一黄 
16 徐溶棋 初一黄 
17 钟文豹 初一黄 
18 郑羽莛 初一黄 
19 邱宛瑜 初一黄 
20 林伟键 初一黄 
21 萧如心 初一黄 
22 苏德文 初一黄 
23 叶镇康 初一黄 
24 曾敬航 初一红 
25 张慧湛 初一红 
26 伍思源 初一红 
27 雷善雄 初一红 
28 陈琮盛 初一红 
29 陈静仪 初一红 
30 叶炜杰 初一红 
31 陈仕霖 初一红 
32 李德森 初一红 
33 洪顺鸿 初一青 
34 吴伟全 初一青 
35 陈洁丽 初一青 
36 叶宇 初一青 
37 李隆森 初一青 
38 卢梓健 初一青 
39 韩超筹 初一青 
40 郑懿萱 初一青 
41 谢振康 初一青 

42 郑咏和 初一青 
43 李慈嫣 初一橙 
44 李祖强 初一橙 
45 黄行权 初一橙 
46 陈佳皓 初一橙 
47 杨巧柔 初一橙 
48 谢凯纹 初一橙 
49 李韦葶 初一橙 
50 颜德咏 初一橙 
51 古子杰 初二白 
52 江勀宏 初二白 
53 刘华靖 初二白 
54 陈盈盈 初二白 
55 洪靖怡 初二白 
56 王敏怡 初二白 
57 杨昱冠 初二白 
58 陈巧慧 初二白 
59 符佩雯 初二白 
60 梁文皓 初二白 
61 林四根 初二白 
62 谢瑞钦 初二蓝 
63 郭蔚恩 初二蓝 
64 侯由青 初二蓝 
65 黄春汉 初二蓝 
66 朱健泽 初二蓝 
67 杨钰婷 初二蓝 
68 萧伟杰 初二蓝 
69 郭金凤 初二蓝 
70 程尧斯 初二蓝 
71 许国权 初二蓝 
72 江伊錂 初二蓝 
73 潘欣贤 初二蓝 
74 张美晶 初二黄 
75 廖俊权 初二黄 
76 涂落尘 初二黄 
77 谢雨辰 初二黄 
78 郑秀蓉 初二黄 
79 叶文康 初二黄 
80 江衍昇 初二黄 
81 冯戚全 初二黄 
82 李景榆 初二黄 
83 卢洋锦 初二黄 
84 黄行熹 初二红 



85 張修雋 初二红 
86 郑宇扬 初二红 
87 陈紫君 初二红 
88 谢彩微 初二红 
89 杨全辉 初二青 
90 郑博扬 初二青 
91 余暐康 初二青 
92 甄韦闰 初二青 
93 许祐涵 初二青 
94 陈洁微 初二青 
95 林偉倫 初二青 
96 张俊祥 初二青 
97 温业才 初三白 
98 叶文健 初三白 
99 林欣宜 初三白 

100 何佩纹 初三白 
101 李诗婷 初三白 
102 蔡欣倩 初三白 
103 林缘缘 初三白 
104 张莉婷 初三白 
105 陈昱轲 初三白 
106 林心鈶 初三白 
107 郑凯文 初三白 
108 黄永成 初三蓝 
109 沈嘉欣 初三蓝 
110 蔡傳杰 初三蓝 
111 黄韋綸 初三蓝 
112 林家伟 初三蓝 
113 谢婷婷 初三蓝 
114 李德麟 初三蓝 
115 叶惠棋 初三蓝 
116 刘倩妤 初三蓝 
117 陈英杰 初三黄 
118 余煒晟 初三黄 
119 賴智鴻 初三黄 
120 佐诗怡 初三黄 
121 陈怡静 初三黄 
122 王一贤 初三黄 
123 郭俊琦 初三黄 
124 吴凯雯 初三黄 
125 丁昊哲 高一理 
126 張嘉意 高一理 
127 林栗松 高一理 

128 梁侹峰 高一理 
129 许凯曌 高一理 
130 劉哲宏 高一理 
131 李威霆 高一理 
132 吳昭環 高一文商白 
133 張益賓 高一文商白 
134 林欣柔 高一文商白 
135 黃勇杰 高一文商白 
136 陳俊權 高一文商白 
137 郭愷軒 高一文商白 
138 蔡娟妮 高一文商白 
139 王盈穎 高一文商白 
140 陈秀玲 高一文商白 
141 蘇俊杰 高一文商蓝 
142 陳施伊 高一文商蓝 
143 周德昌 高一文商蓝 
144 程弘 高一文商蓝 
145 李姵萱 高一文商蓝 
146 陳威文 高一文商蓝 
147 劉佳治 高一文商蓝 
148 郭彩群 高一文商蓝 
149 陈嘉俊 高一文商蓝 
150 何家杰 高一文商蓝 
151 杨俊凯 高一文商黄 
152 羅絲虹 高一文商黄 
153 謝文忠 高一文商黄 
154 張隽杰 高一文商黄 
155 李慧賢 高一文商黄 
156 张志颖 高一文商黄 
157 鄭鑫兒 高一文商黄 
158 何益量 高一文商黄 
159 黄明慧 高一文商黄 
160 游胜贺 高二理 
161 謝昕斐 高二理 
162 陳駿航 高二理 
163 葉蓓潔 高二理 
164 黃彩欣 高二理 
165 劉可成 高二理 
166 許凱芹 高二理 
167 黃春滿 高二文商白 
168 黃婉雲 高二文商白 
169 鄭俊鴻 高二文商黄 

170 張定榮 高二文商黄 



171 李人熙 初二红 

172 黄新平 初二红 

173 李人靖 高二理 

174 林其升 高二文商黄 

175 顏貝妮 高二文商黄 

176 李健祥 高二文商黄 

177 蘇家信 高二文商黄 

178 廖施慧 高二文商黄 

179 韋文傑 高二文商黄 

180 容美鳳 高二文商黄 

181 沈永權 高三理 

182 劉博仁 高三理 

183 葉蓓滋 高三理 

184 謝安晴 高三理 

185 陳凱旋 高三理 

186 曾國申 高三理 

187 李淑婷 高三文商白 

188 許麗瑩 高三文商白 

189 李宜芳 高三文商白 

190 劉健慶 高三文商黃 

191 张伟源 高三文商黄 

192 林子揚 高三文商黄 

193 謝漢杰 高三文商黃 

194 葉文杰 高三文商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