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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111年畢業) 

劉嘉婷 林新福 余家宏 蔡孟霖 邱承賢 蘇銘鋒 潘欣昌 

潘宏軒       

第二十二屆(110年畢業) 

紀嘉偉 黃俊稀 徐郁芳 陳妍瑾 林志豪 林新允 楊潔怡 

侯昱程 胡聖杰 楊沛承 高  杰 林利玲 陳妤瑜  林佳妤 

狄布斯奇谷 林瑋翔 王偉華     

 

第二十一屆(109年畢業) 

陳美芳 宋昱澤 郭詩杰 林彥傑 蔡宜珍 王冠品 古勝裕 

范英佐 王朝弘 趙淯安 劉婷予 溫邵傑 胡偉傑   

 

第二十屆(108年畢業) 

陳旻惠 駱紫筠 陳志龍 傅宗傑 吳嘉瑋 蕭  愛  

 

第十九屆(107年畢業) 

蘇暐傑 許皓龍 張庭怡 陳  瑜 黃怡靜 林煒捷 賴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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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龍 潘惠慈 吳嘉豪 吳炫慧 金志豪 蘇靖凱 林聖皓 

陳韻如 蘇為承           

 

 

第十八屆(106年畢業) 

呂鈺軒 劉菁緣 陳孟筑 羅靜 曾俊嘉 任淑儀 陳玉芳 

任靖葳 徐汶晶 吳玉琴 潘劭銓 戴啟峰 林孟筑   

 

第十七屆(105年畢業) 

洪鈺泓 吳偉明 施詩庭 馬惠麗 許欣如 許庭瑀 林嘉龍 

郭詩敏 羅芷芸 黃姿尹 王青龍 吳丹豐 陳育雯 吳哲銓 

邱柏勳 王念恩 施秀綸 簡慧君 蘇心儀 張家銘 高瑋柏 

王浩偉 李明益           

 

第十六屆(104年畢業) 

劉志紳 許宣宣 潘欣潔 施秀瑩 吳正義 林浩偉 陳清富 

高瑋柏 蔡明展 林羣詔 陳炫諭 李明益 林思勳 田俊賢 

曾若鈞 葉庭佑 陳宇弇 陳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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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103年畢業) 

賴威融 黃婷琳 邱 璿 古婉儀 陳筱青 呂詩婷 黃修誠 

王雅婷 潘家鈞 蔡聖沂 馬科晉 李 薇 林怡瑩 林佳佑 

陳淑婷 徐香皓 周思維 謝臣威       

 

第十四屆(102年畢業) 

方俞程 許婉霖 陳蕙敏 蘇麗芬 陳政良 姜夢萍 王薏茹 

林劭穎 陳奕君 張雅筑 蔡聖恩 萬銘傑 王麗琪 林慧華 

林毓雯 陳嘉慧 陳賢銘 蘇暘竣 柯清德 黃貴忠 黃志豪 

邱燕琳 許曉雯           

 

第十三屆(101年畢業) 

潘思璇 劉芷華 柯修華 張平山 高聖鈞 黃柏靜 吳佳柔 

陳姿穎 尤姿懿 萬湘涵 向有甯 羅君慧 周思凱 胡雪如 

萬帝佑 黃紓晏 鄭宇伶 林俊諺 李菁菁 高約瑟 李陳玫靜 

陳雅萍 蕭宗耀 吳亞軒 田益宏       

 

第十二屆(100年畢業) 

吳巧寧 黃怡婷 李長青 廖婉君 尤怡琳 林靜怡 葉佳靜 

廖文章 黃楷翔 曾雅莉 陳子耕 曹祐誠 陳鈺玲 吳秋妤 

黃婷琦 潘勇慶 廖文慧 陳怡靜 張喻甯 楊毓鈴 劉怡君 

余詩潔 呂育瑩 陳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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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99年畢業) 

李惠珠 潘家豪 陳姵諭 盧彥翰 張立基 林智祥 李文豪 

李 瑜 柯婷慧 李雁榕 李韋良 賴仁傑 蘇暉凱 許雯淨 

楊安傑 黃志銘 余詩婷 杜于菁 陳國豪 邱德榮 蔡依絢 

高婉潔 賴建安 羅燕廷 賴靜茹       

 

第十屆(98年畢業) 

陳宏柏 楊靖柔 黃秀鳳 吳婉慈 李宏延 李玉婷 古蕙菁 

黃俞樺 張仲華 陳思安 黃姿菱 陳心怡 林約瀚 張家晟 

陳衍儒 趙浩廷 許閔翔 金佳勳 劉益昇 林   傑 林佩盈 

李永善 蘇堂凱           

 

第九屆(97年畢業) 

蘇香雲 陳智強 蘇柏翰 田聖峰 陳坤億 黃棓宗 鄭龍守 

吳佩君 黃志偉 尤怡雯 何國瑋 廖文彥 呂佩珊 顏全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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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凱捷 李凱巽 陳冠群 陳美恩 江雅婷 潘皇榮 黃嘉福 

詹雅琪 陳美安 葉芸汎         

 

 

 

第八屆 (96年畢業) 

趙凱韋 黃偉忠 李宗玉 夏靖雯 吳柏融 李聖婷 邱韋竣 

李雅各 邱君豪 劉陳孟岡 曾凱文 陳婷婷 陳雅琳 陳銳宏 

陳皇州 呂育儒 黃雅婷 王資英 鄭明月 黃馨瑩 袁仙凡 

 

第七屆 (95年畢業) 

王志清 陳美玲 鄭靜潁 胡哲禎 潘皇慶 葉雅文 魏國典 

李小蓮 陳宜堅 洪佳貞 宋盈妤 朱嘉帝 劉惠茹 陳冠寧 

吳家慧 蔡林珍 王秋惠 莊夢萍 劉彩茹 吳婉廷 謝詩怡 

溫千惠             

 

 

第六屆 (94年畢業) 

楊文婷 溫慧景 廖祥安 陳信安 黃國順 黃文欽 江正婷 

賴德威 張智華 王薇琇 黃 婕 余福來 莊崇得 田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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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靜怡 吳巧雯 林致廷 林沛吟 陳怡戎 鄭聰吉 白家銘 

宋嫦芬             

 

 

 

 

第五屆 (93年畢業) 

張鈺絃 葉千慈 陳美玉 田昊婷 陳思蓉 石鴻瑜 李志娟 

宋美文 林喬治 曾金玉 胡慧程 賴國忠 黃學智 李珮瑄 

王文杰 蔡沁娟 陳 珍 張夢環 陳霨竹 馬志遠 陳麗憶 

徐美玲 任曉菁           

 

 

第四屆(92年畢業) 

彭彩鳳 李璨麟 葉珍珍 高清榮 龔上豪 吳勉德 陽彥中 

張月萌 楊婉婷 潘智偉 葉少華 林忠生 王志偉 陳維婷 

林威志             

 

 

第三屆 (91年畢業) 

李明蓉 陽品潔 王潔如 林靜美 蕭伶妤 陳偉慶 黃志祥 

簡瑋明 蕭秀娟 高佳瑋 蘇巧如 劉嘉彥 吳偉明 潘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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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玲 陳惠玲 林詩燕 張玉梅 王秋方 溫振宇 林秋瑤 

 

 

 

 

 

第二屆 (90年畢業) 

張玉燕 林佩珍 趙魁花 潘俊樑 林裕欽 楊淑婷 林偉珍 

宋宥徵 趙喬韋 李國瑋 陳坤宗 王永宏 嚴智凱 凌文賢 

潘漢聲 蔡靜儀 李志祥 潘雪芬 戴嬿菱 龔信全 楊東盛 

王俞文 王慧如 森秋妹 林淑惠 林月娥 簡梅麗 陳文河 

陳俊嘉 張詠勛 任曉嬋 洪雅紋 曾雅玲     

 

 

第一屆(89年畢業) 

鄭碧琴 李喬貴 羅正雄 曾淑媛 簡淑玲 羅意靖 蔡淑娟 

王嘉妮 廖玉娟 陳亭妤 林正治 鄭雅琪 商照晴 吳桂花 

陳芸妤 高韋卿 唐夢嬌 陳玉蘭 陳維瑩 葉朝蓉 李岫莤 

郭俊逸 陳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