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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前  第二十屆畢業生  (民國卅一年畢)    

黃萬忠  李水可  柯啟宗  李木德  蔡江碧  蘇上遠  蘇其章  柯金德  鄭玉林

劉宗其  陳銀河  柯金旺  曾金福  柯天送  柯水順  柯清池  黃文鄉  柯明河

黃標宗  王玉燈  柯萬鎮  柯嵩林  洪宗明  姚金水  林遠來  顏清水  王映鐵

柯江中  柯木旺  柯永利  柯連福  許添財  陳家木  王水考  柯吉水  姚平和

張士奇  曾讚興  柯木生  柯松碧  陳四清  姚維川  柯萬吉  柯德傳  黃克忠

柯木聲  柯進丁  林水棠  林阿水  林鐵象  周德旺  林茂樹  黃行派  曾金聲

周爵欽  曾錫釘  許石雙  曾金波  張清靠  柯水林  張冷涼  黃金德  周健壯

吳戊辰  周清埒  柯財庫  周漢森  曾火順  王朝和  周百雄  蔡水德  王瑞南

沈金木  周新葉  黃鴻謨  周隆慶  曾清福  曾進福  曾人欽  曾火南  張慶雲

周業況  柯氏研  鄭氏血  周氏美  柯氏盆  黃氏磚  周氏芒  柯氏水  柯氏釵

何氏彩蓮  黃俊敏  姚氏秀琴  柯氏長華  柯氏綉絹  曾氏月眉  柯氏秀潤

柯氏菊花  吳氏醉紅  吳氏參葉  柯氏瑟霞  柯氏碧蓮  柯氏金梅  柯氏彩綢

柯世美琿  林氏罔市  陳氏瑟鸞  柯氏碧霞  姚丑  陳掌  蔡改  鄭庭  柯水

黃均  曾江  周頭  曾固  

  

光復前  第廿一屆畢業生  (民國卅二年畢)    

黃水生  曾金鐵  陳朝科  陳來傳  倪永寬  柯金旺  柯昆要  李清輝  柯萬得  

柯火哖  柯火傳  李秀焜  林進登  柯能興  黃清波  柯木生  林送來  黃換章

柯水彬  姚萬福  林振南  柯其碧  蔡天助  柯連生  姚文係  何柴文  曾嘉才

張江山  李文進  曾清懷  王春帆  柯秋慶  姚炳輝  何活水  柯為財  林海灘

柯騰雄  陳秋發  柯金塗  姚水來  柯得意  柯玉麟  柯錦鍊  王金土  曾清標

柯賢文  柯樟根  柯德和  曾文哲  謝守東  柯木榮  鄭滄河  柯萬福  陳武西

林主冬  洪明月  周清溪  柯水永  薛清連  陳永良  薛水西  薛啟明  辛水樹

柯書箱  黃基杉  許隆約  周金戶  柯木智  周和奎  周明燦  周萬炎  周海水

周瑞德  林德路  柯銀河  許火城  吳振聲  柯山林  張藏遠  柯氏金  周氏欸

李氏須  柯氏底  姚氏碧  許氏金  許氏碧  趙氏雲娥  林氏秋香  柯氏碧霞

周氏阿美  曾文志  柯氏素梅  姚氏玉葉  姚氏秀鳳  柯氏綉裙  曾氏碧蓮

柯氏素華  清水禮次  柯氏碧珠  柯氏雪雰  柯氏金足  許氏翠娟  柯氏月色

柯氏月英  周氏碗玉  陳氏玉開  柯氏秀環  曾氏錦玉  梁井  周傳

蕭定  林地  薛萬  洪桃  林透  曾炎  林柱  曾樟  吳溪  林日  彭平  柯棕

黃周  黃格

光復前  第廿二屆畢業生  

李金波  柯銀專  周萬生  林海龍  黃呈崑  洪協品  曾啟明  曾明河  楊良田

李木村  周水彬  曾江泉  柯修讚  姚炳煌  周鐵龍  陳好諒  周水連  薛溝河

曾昆林  柯椿海  周東漢  陳火樹  周添河  周添滿  柯水潤  蘇火木  周深煙

柯呈國  曾火生  柯金埕  粘好學  柯枇杷  周自謙  曾石生  洪沛然  周福塗

林字讀  林松南  周炳榮  黃樹木  李水砰  曾模榮  姚清和  林來旺  姚政修

曾瑞謀  曾火土  楊火柴  曾柴枝  黃火中  周遺傳  黃連要  柯銅鐘  柯水吉

柯春成  柯文秀  柯清標  柯春生  洪松南  林萬發  林秀卿  柯美鎮  黃連順

柯書鎮  柯銘白  周文益  張清潭  葉武城  吳瑞南  柯進財  柯水仕  柯敏祥

蔡江捷  黃安看  柯玉山  柯行棟  柯連鎮  陳和三  陳萬來  陳朝枋  黃淵源

柯慶元  周碧章  柯文基  柯萬福  柯木田  陳深培  曾清山  柯水田  柯銘河

柯玉川  林諸彬  柯煥鐘  柯草挨  柯錫洲  謝金岸  柯三絃  柯溫良  柯水城

柯天色  柯樹生  柯金火  劉宗興  柯書用  陳氏梅  柯氏草  黃氏盆  周氏鶴

柯氏薸  柯氏敏  柯氏省  曾氏曰  洪氏珍  曾氏樓  姚氏儉  何氏鶴  周氏粧

柯氏網  周氏鏡  洪氏盆  林氏硤  姚氏選  柯氏甘  柯氏玉明  柯氏菊花

林氏綉鳳  姚氏玉英  楊氏素玉  黃氏含笑  柯氏瑞香  曾氏也好  李氏秀汝

蔡氏隨治  柯氏秀英  李氏春月  柯氏秀春  黃氏完備  柯氏瓊花  林氏碧珠

歷屆畢業生芳名錄

光復前  第一屆畢業生  (民國十二年)

姚迫恩  柯添戶  姚海森  姚仲流  柯項  林從龍  黃相  柯深泉  柯九龍

柯連三  姚清潢  姚汶州  姚八  陳得  陳錫煌  曾水  柯桂林  葉匾  

李三進  柯曲    柯東漢  葉素金

光復前  第二屆畢業生  (民國十三年)

黃篤  何薰  黃伏  黃直  何啟川  柯水金  王文華  柯壽山  黃定  柯來習  陳

騰  姚卿祈  柯英林  陳玉仁  姚厚  黃遠  柯駿煇  何道  黃松柏  柯全祿  姚

金爐  洪我嘉  陳火朝  柯再成  洪墻  柯嵩嶽  鄭棋洲  黃嗎  柯掂   

鄭其川  曾祈  姚子章  柯文智  姚輝狄  柯水灌  柯喜  黃炮  蘇連成  柯氏

勤  柯氏澳  吳氏玉  柯氏鸞英  姚氏海棠  姚氏雪梨

光復前  第三屆畢業生  (民國十四年)

柯佃  柯棟樑  何水  柯松柏  柯火鼎  柯朝琴  姚清元  董來發  黃碧   

柯石虎  林錦發  姚老泉  柯清涼  柯金  柯扱   柯塗  陳圳  呂海船  姚咸慶  

姚德旺  趙順枝  王總成  姚水性  陳迺斌  陳察  陳清和  黃輝  陳春來   

胡文村  柯氏  柯氏鳳  陳氏絹  陳氏勤  陳氏绣娥  柯氏烏氣  許氏青娥  

柯氏錦綾  陳氏采鸞  許氏月紅

光復前  第四屆畢業生  (民國十五年畢業)  

王水河  柯石鐵  陳秋田  何振芳  柯桂欲  姚知義  柯接傳  柯增修  姚新秀

王氏約  姚言  柯(存)  何批

光復前  第五屆畢業生  (民國十六年畢業)    

陳老亭  蘇水金  陳志深  陳傳燄  柯以寬  柯清田  柯子元  姚情交  柯火旺

柯水永  柯正德  柯趕  柯守

光復前  第六屆畢業生  (民國十七年畢業)    

周甫田  周鄭是  柯載福  柯英芳  陳錦騰  柯深坑  柯添秀  柯錦泉  柯子格  

陳榮煌  姚錦源  柯氏委  柯氏嫖致  柯褲  柯潮  李樹  林老

光復前  第七屆畢業生  (民國十八年畢業)  

許貴森  周天灯  周火煙  姚金龍  周文德  黃本煌  柯賢經  周福來  洪凱風

蔡江樹  柯文生  姚祥杰  鄭水秋  林水土  周清哲  柯合和  柯氏萬  周氏審

曾氏阿娥  許氏綉蘭  黃福  柯屈  林丸  陳錦  王福

光復前  第八屆畢業生  (民國十九年畢業)  

曾武城  周泉塗  周金波  姚漢啟  柯錦地  周基籇  柯英照  周丁財  柯呈聰

洪寬蝦  柯水泉  柯金龍  柯臨清  柯水鰲  柯金鐘  周業彭  黃火秋  王金副

柯萬淵  柯金龍  洪祖輝  周隆華  陳炳灯  柯木村  周基評  周秀玉  柯井泉

周金耀  黃水勤  郭盈豐  曾瓦  陳環  王連  李杜  林戶  李川

光復前  第九屆畢業生  (民國二十年畢業)    

何湧泉  周添護  何金旺  增燦明  柯賢啟  柯明瑞  王萬勝  劉宗賢  林秋成

柯水洲  周金池  周松頭  周金英  曾樹木  柯金篡  柯深淮  曾木現  姚漢鐘

周金香  鄭洪泉  柯進龍  柯金泉  林枝萬  柯定約  周青海  周水札  周朝源

何永復  柯塗圍  柯普燈  周百烜  周金波  柯氏聘  柯氏現面  周氏銀里

曾財  姚鉗  柯豆  黃乾  陳炎

光復前  第十六屆畢業生  (民國廿七年畢)  

柯如文  曾基隆  周百智  柯瑞生  柯瑞麟  許昔煙  李文華  蔡江祥  鄭瑞篡

黃銀炎  柯瑞章  柯今靠  黃清華  柯鴻銘  吳添益  柯錫銓  周水擔  周滿藤

周福祿  周永三  黃金昌  周爵銓  洪清騫  曾炎坤  曾金碟  曾樹挨  曾火岸

曾江河  曾玉振  王四海  柯炳煌  柯敏鉗  姚清福  姚火炎  柯金來  賴添福

柯定家  柯朝來  陳氏梅  陳氏朮  何氏語  曾氏錦綉  周氏來瓊  周氏水雲

曾氏水金  柯氏月梨  李篡  李潤  倪弟  蘇森  黃賓  王珍  柯地  周恭  張樹

陳論  林萬  柯甓  曾鵬  曾邦  洪魚

光復前  第十七屆畢業生  (民國廿八年畢)  

柯火牛  陳阿三  柯居祥  林厚坤  柯阿謀  黃東裕  柯錫霟  柯能用  林火煙

林礽海  鍾銀漢  柯玉盤  柯錫祇  柯壽堂  柯金鍾  柯自因  周金圖  薛瑞祿

薛有澤  柯銘新  柯燈煌  李阿讚  王木火  柯木登  柯德旺  姚明琴  柯榮錫

柯雨銘  何金賜  柯火來  柯木賀  姚萬水  姚川連  鄭進生  陳子翼  柯賢諒

李瑞南  曾萬春  李火城  許溪州  林萬炎  周淵泉  林靜山  林啟川  周金燦

柯賢明  黃奇名  洪萬春  黃金子  林鎗水  黃呈萬  周業杉  周陽田  洪江源

周隆吉  陳永年  周進興  周水發  周清居  周獄鍊  柯火慶  洪祖謀  洪肇榮

周自田  曾昆南  陳文登  陳登看  黃金柳  曾玉虎  曾萬來  曾火萬  曾金鍊

曾金巡  曾深溝  洪英琴  薛江源  洪明安  周樹挨  柯助生  柯金山  張雲錦

柯氏粧  許氏不  柯氏笑  陳氏秀  柯氏欵  曾氏謹  周(炵)合  鄭氏碧霞

姚氏不碟  姚氏玉綉  姚氏秀勤  柯氏玉梅  楊氏金花  周氏清香  林氏碧連

周氏阿票  曾氏月娥  黃氏水雲  柯氏茶花  彭氏安然  陳買  姚物  柯鎮

柯莖  何聘  周呠  王埃  周漳  王琴  洪冰  張狄  林讚  許蝙  陳馬

光復前  第十八屆畢業生  (民國廿九年畢)  

曾榮輝  曾永賜  柯木德  陳潮汶  柯守呈  柯碧然  柯阿調  柯朝寬  陳先來

鄭洪挨  鄭竹為  林燕卿  柯炎輝  陳欽德  施其水  黃文通  黃日川  黃滿川

柯勵修  柯木榮  柯賜澄  周進添  張吉定  周景祥  周百波  蔡阿生  周基明

辛水杜  楊士漢  李由日  洪森擬  曾水永  曾金行  柯水稻  柯添福  柯萬地

柯根木  柯祥陞  柯錦鐵  姚慶隆  姚天賜  姚阿煥  姚金榜  柯銀漢  柯秋煙

許文來  黃氏時  柯氏淺  黃氏月菊  林王氏阿足  柯氏金盞  柯氏玉梅

柯氏碧玉  周氏嫩真  曾氏彩雲  柯氏月紅  柯士奇花  陳氏鴛鴦  柯氏綉鳳

黃氏寶蓮  周柯氏秀蓮  柯安  周葵  曾吟  姚守  曾(人妄)

光復前  第十九屆畢業生  (民國卅年畢)    

姚春華  柯捆明  柯樹乳  柯水品  陳子其  王瑞坤  柯呈復  柯修滿  林文舉

林隆華  黃金鐘  林秋南  楊天賜  柯世鄉  柯榮州  許指南  柯添進  柯再添

柯立首  柯清順  柯錫檀  柯鑻灥  柯萬炭  柯懷玉  吳崑山  柯德旺  柯來馬

周丁子  柯敏圖  柯金標  柯金來  柯梓楠  陳木桂  曾木川  柯勤輝  柯慶安

柯木鎮  柯土墻  姚萬金  姚火成  柯天福  柯金海  林堪誇  吳進金  張澄濤

林清泉  曾清煙  周水截  林金連  周金連  黃其松  周隆摑  周嘉興  柯水清

周秀寬  周文生  周水塗  洪萬等  洪肇祥  周錦來  曾木昆  曾錦六  曾東榮

曾傳枝  曾賜福  曾水波  劉宗品  薛瑞忠  柯子露  柯水木  柯通進  柯定于

林氏挨  李氏瞱  陳氏實  陳氏雙  柯氏綢  柯氏修  周氏春  曾氏欵  柯氏允

柯氏勤  周自畑  王氏來好  柯氏美容  柯氏秀鸞  梁氏瓊瑤  黃氏含笑

黃氏翠娥  黃氏寶珠  曾氏阿純  曾氏咏晟  曾氏水冰  曾氏金聰  柯氏碧雲

柯氏金鳳  柯氏孟麗  柯氏金蘭  柯氏素花  柯水  陳園  柯苔  柯敖  柯德

周諒  林墻  王立  楊買  張庚  曾馬  王寬  曾本

光復前  第十屆畢業生  (民國廿一年畢業)    

何江金  周電線  曾氏綢  周文杞  柯水法  柯以恭  柯木標  周玉柱  柯編修  

柯順基  柯修瑤  許伯澤  姚清春  柯金城  曾木成  柯金聰  柯金墻  楊啟宗

曾氏訪  柯子通  柯金桃  周溪河  林萬塗  柯氏晢  林氏錦梅  曾償  蔡賢

黃同  柯梨  柯哲  黃約  周田  周火

光復前  第十一屆畢業生  (民國廿二年畢)  

柯燃燈  柯賢謀  柯木標  陳泉源  周水獺  林庭輝  周祺瑞  周隆捷  柯玉岩

柯玉林  柯木龍  周水碧  陳昆護  柯金駿  周古春  柯錦崑  周壬癸  黃東楊

柯金泉  周水金  楊良溫  柯金團  吳氏親  李維旋  周爵銘  柯定玉  柯氏切

柯氏鑾  柯火柴  柯萬川  姚氏甘  洪氏秀蓮  曾氏望冬  柯氏呈淑  柯氏芙蓉

柯權  柯槌  周針  黃丁  陳分

光復前  第十二屆畢業生  (民國廿三年畢)  

柯根木  楊登山  周其圍  周海永  謝德茂  陳連丁  柯敏中  周定生  周中立

周木金  柯啟明  葉文生  黃玉盤  周鴻鳴  周連登  柯定國  姚金象  曾到興

王尊亮  柯金朝  曾明爐  許淼森  柯木標  李清爐  裝水作  柯澄清  柯雨霖

姚福海  柯金泉  周萬春  李西川  周吉力  柯木皮  柯書品  柯永來  周立春

周百義  柯氏俗  柯氏好  徐氏完  周氏招  周氏暡  柯氏欵  柯氏秀鳳

姚氏錦治  曾言  柯柴  柯萬  柯冰  曾勤  曾奇  曾守  呂銘

光復前  第十三屆畢業生  (民國廿四年畢)    

柯水披  李秋祥  柯濟北  曾槐松  陳年對  王榮輝  柯金龍  柯手禮  陳北辰

林有明  陳金寬  姚銀漢  林慶雲  林文祥  王水發  陳錦聰  柯鍊香  周永興

周自由  周炳煌  周文燦  蔡忠臨  周興檥  曾地金  曾阿松  曾永昌  曾有當

許水金  柯子舜  柯火柴  陳樹木  柯來居  柯榮宗  柯洛津  柯其東  柯嘉和

姚通汝  姚阿情  許速輕  黃雄國  高國雲  周氏看  柯氏梨金  姚能  洪稿

柯註  黃明  柯敦  曾抵  曾枋  許築  劉柴  柯棍  何榮

光復前  第十四屆畢業生  (民國廿五年畢)  

柯其金  林水世  柯阿瑞  柯朝宗  蔡明堂  林水波  周大樹  張添福  柯平順

黃清雲  柯海蔡  柯進堂  黃松楠  周欽坡  陳登瑞  曾煙銅  李炳煌  洪來生

曾金錶  曾昆錫  曾昆森  宣燈煌  林萬壽  李傳興  柯毓其  柯再星  柯長庚  

柯山其  柯來煆  柯書讀  姚有添  柯嘉文  柯英秋  何祥文  曾鐵牛  鄭錫友

王在額  姚氏詮  林氏葉  曾氏勉  柯氏椅  曾氏玉鳳  林面  許炳  蔡清  

陳謙  洪生  周根  柯鍊  柯為    

光復前  第十五屆畢業生

柯金聲  柯賢燦  姚金安  方萬成  周文守  周日新  周萬里  黃燃燈  林連教

鄭崑林  李嘉冬  陳永春  柯以信  柯天泉  王瑞卿  黃金發  柯換榮  柯梓樁

柯呈超  柯錫嘏  黃火球  周添順  周貽狄  謝文德  林玉順  周竹蛵  周清枝

林周煌  林丁探  周文榜  曾金傳  薛銀鉗  許文強  柯清連  柯華山  柯萬清

柯草標  柯長興  方秀寬  柯雨德  柯騰雲  柯峯墩  姚炳禮  張氏甜  林氏俗

林氏集  周氏蕊  柯氏斜  姚氏金環  柯氏素貞  林氏翠琴  吉本宗祐  

蔡氏雅容  周陳氏松子  李晉  陳宋  柯長  周批  柯章  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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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一年畢業)    

六甲

林文欽  陳清波  周漢卿  陳萬合  陳進標  陳福來  李漢宗  辛文聰  周東榮

周麗花  陳牡丹  洪玲玉  柯照勝  周國賢  周百錄  柯漢川  黃昭貴  柯文慶

周瑞恭  柯金水  姚東榮  辛金鍊  林玉人  曾燦鎮  黃萬春  柯明樟  姚清波

柯賢修  曾茂煙  蔡棟樑  柯德興  姚火炎  洪建合  柯麗水  王文雄  曾朝興

黃明政  柯金池  蔡東崛  鄭江龍  柯重卿  曾綉愛  曾碧花  曾百合  柯素娟

顏碧娥  黃阿圖  柯木城  曾泰  周冰

六乙

柯錦錡  柯貽林  柯玉海  黃欽章  柯其洲  柯朝安  柯忠義  盧來益  柯老定

柯清田  黃傳岳  黃清和  柯秀嶺  柯文慶  姚慶隆  柯敏雄  柯文煙  柯常山

柯鴻堯  柯文燦  彭萬來  柯榮隆  柯清安  柯明南  蘇明珍  柯金錐  柯順從

柯坤輝  王興豐  柯慶堂  姚嘉合  姚以賽  柯明欽  柯淇淼  柯輙堂  蘇海錢

柯德成  柯炎元  黃登基  吳清文  柯永堯  柯寶珠  柯不治  李玲子  王秀菊

柯秀梨  黃月評  柯秀葉  柯美珠  柯玉芳  柯松娥  黃雪娥  黃磘  許基   

柯綿  黃曰  柯梅

六丙

楊子忠  曾克修  張椅財  林海音  洪金聲  黃國樑  林錦洲  柯萬城  曾江林

柯文崇  洪火為  柯如森  黃文川  姚永銅  林淇判  蔡其陽  曾清福  曾文軒

林發財  洪其璧  柯章南  黃俊雄  王淇溶  薛有盛  張澄溢  曾錫欽  周隆彬

柯文雄  林本煌  黃其文  侯棟樑  周國榮  周水池  陳永全  周自能  鄭壽東

周德仁  周有中  林文漢  林玉犁  柯綉絹  周金月  周綉燕  林玉香  周良花

曾碧春  林木珍  黃鴻志  曾秀森  姚添丁  周業顯  賴清江  許炎星  柯強

曾秀  張榮  陳偷  王呅

六丁

李泉欽  李鉦禮  周天賜  鄭寶傳  柯山河  林共業  林振謨  柯春花  柯玉芳

柯醉玉  黃金取  鄭秋茶  柯月霞  陳聰明  李江南  鄭振輝  柯清和  林銀漢

陳清溝  黃政雄  林明德  陳清井  柯賢相  李維文  王清淮  黃清江  王添生

謝木樹  黃清連  姚秀山  洪水金  李有仁  許昔玉  周春蘭  林碧綢  周金麗

周金雪  柯阿秀  周綉伴  柯加齊  陳門騫  黃明亮  李燦鎮  粘福順  柯賢忠

洪海清  李宗  洪木  姚生

第八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二年畢業)    

李協進  周春旺  林瑞祥  周安德  周自泉  周嘉篤  周春松  李鉛慶  周深吉

陳勇雄  周業健  周吉雄  蔡猛昌  周新添  姚光雄  周錫金  曾濟次  林炎生

林地郎  周炳榮  謝守北  周彬梧  周慶賢  賴清松  柯松村  周政欣  姚清政

周錦淐  姚明得  周清強  洪秋香  黃玉芳  周金花  林玉朱  曾秀琴  曾錦定

周芳紫  周綉滿  周彩雲  曾惠美  王秋蘭  周秀英  周彩玉  曾數盛  王水法

陳水木  薛燈文  曾永和  蔡朝謂  楊永呈  薛水泉  陳守謙  陳玉椅  曾水圳

薛永津  黃水榮  姚百勤  林清圳  林富春  曾焜炎  陳棟柱  曾克敏  曾深何

林東溪  薛鑫灥  林朝棟  曾松柏  王金全  陳俊雄  林永堂  曾玉旺  曾西湖

曾坤茂  曾金河  曾金象  張有福  曾水來  曾明坤  楊雪紅  曾月里  林雪卿

姚百合  曾阿照  曾美麗  曾訪美  曾秀連  曾水金  柯維明  柯書貴  姚營煌

姚清呈  柯連金  柯水永  黃呈華  柯水利  姚阿輝  柯炎山  柯清和  柯清堅

朱老達  柯梓榆  柯万居  柯塗火  柯來交  柯木本  蔡皆修  柯萬春  柯火龍  

柯火川  柯家傳  柯海瑞  柯永井  周德義  姚秋塗  姚振源  柯子榮  柯金棟

柯德芳  柯慧敏  柯嬌容  柯月麗  柯月珀  柯娟絲  柯美玉  柯彩勤  柯秀琴

柯玉秀  柯玉琴  柯雲娥  柯月英  曾罸輝  柯松賢  周業  曾拱  周合  林鉗

粘良  周珠  趙照  王湖  劉朝  李淑  曾淑  曾菊  朱淑  何淑  柯取

柯國仁  林水永  柯金鏞  黃金圖  柯福生  姚波水  周隆頗  林昆林  周代銅

周嘉定  柯秋火  柯梓桱  柯榮豪  鄭龍河  陳明得  曾火鉗  黃金居  洪萬傳

柯春輝  柯清涼  周水卿  曾永雄  施福來  張明榮  柯文雄  曾條金  薛瑞統

柯炮東  洪增祥  柯其清  林文欽  陳秀雲  周阿圓  黃綉絹  柯麗娟  黃雪雲

黃秀蕊  曾阿蕊  柯金葉  周桂珠  周玉遂  柯寶玉  黃玉蘭  姚玉霞  周金鑾

柯源  周七  柯樹  林挨  柯永  曾柳  林亮  林圍  蔡鎮  黃獺  柯潘  李鼠

李音  洪森  王鏡  柯吉  洪界  林儼  林粉  林甘  柯醒  曾敬  

第五屆畢業生  (民國卅九年畢業)  

六年一班

王振裕  曾東路  周呈祥  張聰榮  鄭壽南  姚永傳  林深淵  曾木發  柯再復

柯來福  林銅鐘  黃明展  何進火  洪木德  張澄洲  柯自謙  曾文治  柯迫南

姚敏朝  林添榮  姚那鴨  柯水順  林隆發  柯金祥  柯棟棱  周文輙 柯水蓮  

洪新頂  柯宏明  洪煥彩  曾漢水  柯清海  曾百川  洪富財  黃國津  柯梧桐

柯木生  柯東湖  柯彩龍  柯萬全  王鐘霖  周碧桃  蔡素卿  柯金瑛  林綉蓮

柯秀員  曾玉燕  黃木蓮  曾秀卿  柯淑燕  洪雪鴻  柯淑華  柯木華  曾根

周草  姚百  柯蝦

六年二班

柯清枝  柯進興  黃金塗  周百鑄  柯梓雄  陳寶家  柯阿旭  柯錦彰  黃登科

何慶裕  林文察  柯慶謀  柯銘為  柯錫榖  柯永順  柯瑞玉  柯水河  柯得能

姚永  蕭平和  柯清海  柯賢宗  林其松  陳清圳  柯秋桂  柯賢端  周景立

姚水廷  柯木記  柯揚斌  黃禎祥  柯阿廉  何國興  柯萬秀  方金錫  黃金清

李萬謨  張綉花  柯愛吟  柯紫媚  柯淑玉  蔡阿綢  柯阿珠  柯素香  柯雪英

柯阿環  黃其(耳兮)  黃照  柯立  柯酬  柯知  柯月

六年三班

蔡海中  周國賢  黃阿炳  劉阿火  洪海堂  林春埔  陳振科  林瑞德  林盟基

周水來  蔡萬生  周明照  曾文華  周俊德  粘好羨  周玉麟  許昔明  辛文呈

曾水淵  謝鴻圖  蔡長明  柯英發  姚添閣  王金來  林慶田  王騰芳  周鏈鏡

薛有儉  林文鎮  郭案輝  林罔市  周錦繡  柯阿梅  柯素晴  曾玉花  周阿富

周淑貞  曾阿喜  周玉梅  林牡丹  陳秀琴  周阿吟  周淑英  周綉套  陳竹籃

王岸  劉進  曾綢  黃鞍

第六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年畢業)  

六甲

柯金塗  陳建智  柯阿分  曾松洲  柯明政  林清立  曾金獅  曾文彥  黃華芳

柯玉仁  曾晴輝  林宗源  柯金築  周朝萬  柯朝祥  柯文桂  柯錦郎  柯明謀

林文雄  周燿東  曾望西  柯合明  姚鐘瑜  劉宗田  周贊寅  張澄滿  黃寶川

柯呈昌  曾文雄  林登和  周昆火  林中和  柯銀城  曾守德  曾文禮  黃壽楠

曾文錦  周榮進  姚阿審  黃瓊美  周麗珠  謝瓊枝  柯明月  周秀美  王阿秀

周碧娥  李秀  周瓶  張幸  李咲  周京

六乙

柯漢昭  鄭江泳  王明其  柯清河  柯玉象  黃維鎌  林清海  周金陽  楊慶傳

周輝雄  柯秋發  柯水生  王朝為  黃淵淇  李慶松  張壽山  許三福  周啟明

張國輝  柯成業  柯榮祥  黃金錫  黃滿行  柯清金  林寶川  柯朝錦  王和琴

黃美花  周玉花  鄭桂雲  柯花枝  蔡菊花  許愛珠  許採梅  周阿波  曾金狄

林新金  曾連來  何子明  姚秋旺  曾長興  李深海  姚錦隆  姚金柳  蘇四川

曾水松  薛奇松  張萬成  柯瓊輝  柯石虎  柯甘來  柯萬順  曾振南  柯英傑

劉元隆  柯翠月  柯梅宴  曾玉治  陳綉梨  王綉連  周阿容  廖阿秀  何梅姬

周玉美  李福來  柯錫(金夜)  周草  陳帖  周芳  黃草  曾丑  郭漳  姚器

陳受堂  周德仁  薛友為  周振南  周井源  柯水餅  謝炳榮  周秀華  周秀蘭

林玉女  柯彩雲  柯木耳  柯月裡  周秀枝  周阿珠  周綉美  柯玉葉  柯秀芽

蔡柯廉  曾綉茶  周綉針  周碧蓮  黃彩琴  楊阿株  蔡芍葯  許金珠  柯萬花

黃金蓮  曾月鳳  柯色華  柯葉勉  柯玉葉  薛東香  柯寶蓮  黃錦雲  曾碧霞

林彩雲  姚素梅  姚秀挨  柯素娥  李貴美  柯金聰  柯翠嬌  曾柯免  周秀女

林順貴  謝金葉  楊守寅  柯秀黎  柯秀元  周霜瓊  柯金煌  柯瑟雰  曾秀鳳

李繡戀  黃招治  柯煙審  姚綉蓮  柯萬安  周冬絹  柯雅珠  柯金乖  洪素貞

林秀岩  許金枝  曾阿汝  黃彩葯方氏金紗  周業一郎  柯姚朝鍾  姚嗇  王景

王茂  曾龍  王進  黃吟  周煙  陳及  周掌  王欉  洪湖  曾冬  洪忍  柯幼

莊慢  周瓊  林藝  周音  周月  周也  周藤  柯川  李勤  曾嬌  李乃  周宿  

楊娟  李參  柯守  曾呆  周梅  柯蔥  姚罕  柯閃  王裕  柯鑾  柯拵  柯斷

柯瓦  辛金  對彩  李愛  曾鏢  姚翕  柯篡  周右  林雪  李戌  陽春  林文

柯纏  柯臘  薛糊  林卯  何傳  周念  彭雲  柯傑  何塗  何森  曾忠  黃權

第二屆畢業生  (民國卅六年畢業)  

柯登進  柯水木  林聰海  張福海  黃碩曉  柯秀星  柯東山  柯清耀  柯枝來

黃清傳  謝守西  周正昭  周業輝  姚登來  黃水田  姚慶漳  姚椅殺  黃清德

柯安泉  姚錦椿  廖煌輝  柯海萍  林慶隆  張進木  姚水務  柯英梧  柯福春

柯金利  許二虎  曾阿柱  張淑華  柯秋燀  柯麗芳  柯彩雲  黃純英  柯碧雲

姚牡丹  周姌真  柯愛花  劉燕月  柯秋梨  陳金彩  周錦珠  蘇清漢  何巧

王弓  李壹  姚迎  柯店

六年二班

柯萬欽  黃金義  黃文貴  姚明川  柯來禮  柯文欽  何樟根  柯四川  柯尊池

黃淵崑  陳德盛  周瑞山  曾明儒  柯金良  柯武玉  曾阿禮  柯玉汀  柯梓棟

柯金頂  周榮馨  林文欽  洪金木  周啟明  洪平和  趙慶堂  姚永和  陳水永

王焜煌  林金居  黃寶賢  陳清流  薛記良  張香仔  柯瓊華  黃木筆  柯雪嬌

許素貞  周月嬌  柯秀英  林桂花  柯玉美  周綉花  周彩鳳  周完凱  曾阿進

周金安  洪火塗  黃坤海  周金獅  周代安  王綉倉  柯守厚  林純英  柯賽英

粘秋貴  曾達鄉  高悅  姚壹  黃故  莊蹄  張邁  林血  蕭猛  曾起  柯墻

第三屆畢業生  (民國卅七年畢業)    

陳朝卿  李文要  柯火旺  馮火旺  柯武雄  柯玉春  黃淵湶  黃金龍  張慶昌

柯慶豊  柯錫銘  柯純仁  柯子臨  姚永忻  林金柱  洪再添  張澄源  周炳興

柯玉柱  柯敏宜  柯添源  曾文埔  柯萬采  王金鹿  柯金塗  柯安泉  柯金郎

洪煥章  曾人瑞  姚元贊  柯綉戀  黃瓊音  林阿花  周魁灶  蕭全福  曾金甑

柯炳南  柯錫卿  洪啟宗  柯塗清  洪自由  柯銘錦  曾謀財  周金滿  柯元在

林添修  柯錫義  柯深陣  林木標  周火清  朱總練  陳清溪  陳清海  林進元

楊金鳳  王權定  林奇香  曾安全  柯火明  李木松  曾尾惆  柯江淮  薛淼福

柯火土  柯柴世  曾水鉗  林宗田  蘇綉娟  蔡鳳娥  柯安娘  柯碧麗  曾碧夜

曾綉蓮  林秀英  柯清鳳  李碧娥  陳綉春  黃綉英  姚碧春  柯翠雲  柯桂花

柯秀鳳  柯碧紅  蔡月雲  許袞  柯權  曾煥  柯娃  周漢  林釵  林漢  洪傳

粘選  周哖

第四屆畢業生  (民國卅八年畢業)    

周炳元  柯清煙  謝守南  蘇金水  柯仁山  薛有斗  王明元  顏朝惠  柯銘壔

周金土  柯銀銅  許昔豹  柯木華  姚石雲  薛老生  林萬發  柯水車  周百喜

黃鴻期  柯銘桀  周麗評  周完碧  楊董樹  柯鴻傑  周文琴  黃嘉派  黃俊卿

柯炎棲  柯銘欽  洪枸屎  林金城  周榮達  柯檢春  周郁夫  柯來發  柯清欜

曾錦卿  柯素麗  柯妙蘭  李愛紅  周菊子  柯阿呅  柯金定  黃金英  廖玉美

林秀卿  黃美雅  曾梅芳  柯金玖  薛根源  周允春  柯水吞  周水鵝  柯守文

柯氏素霞  柯氏秀輝  蕭氏寶蓮  余氏金葉  周氏黎雲  黃氏秀香  柯氏阿癯

曾氏金梅  姚氏綉花  黃氏碧雲  黃氏秀鄉  柯氏翠環  柯氏燕雪  黃氏月霞

柯氏美麗  柯氏阿桃  廣江玲子  張氏春蟬  柯氏真珠  柯氏綉鳳  周式   

洪恭  薛鶴  林士  周謙  周蝦  周存  張圖  楊欉  李園  姚貴  張銅  黃和   

黃羗  柯來  林樓  柯林  姚袋  柯福  姚福  柯友  林水  柯猛  林樓

光復前  第廿三屆畢業生  (民國卅四年畢)    

張錦帶  柯金利  柯萬益  何國樑  柯雨順  謝春桐  周金禧  柯順德  王瑞標

林文藝  陳昆煌  蔡水河  周金呈  薛成宗  柯朝陽  柯文進  洪輝煌  洪清開

曾賜藩  陳金爐  陳阿篡  周代騰  黃瑞春  柯清池  何金標  黃全奎  柯慶陽

周秋日  柯金輝  林武西  柯順服  柯江海  洪纓裕  陳四萬  柯金昭  黃火慶

柯老鏞  柯錫彬  王朝宗  周嵩淵  周業瑜  柯金錫  柯景南  黃郁先  柯其興

陳銀波  柯枝水  柯火塗  柯炎炭  周火木  姚木來  王春堂  柯桂枝  柯火螢

柯梓栖  周萬春  曾振評  柯春城  林火耀  李玉樹  王朝直  周火星

周清木  馮金木  王接枝  蔡明品  洪成炎  周炳水  柯水木  林景杉  柯秀卿

黃福開  李溪松  洪肇流  周水湖  柯有忠  王有忠  柯尊楟  李洋潮  許紫山

周文曲  黃庭南  鄭玉彬  周爵泗  黃木生  姚柴木  曾水木  謝聰明  周文吉

洪祖田  陳春秋  林欽錫  柯木火  周業交  周漢民  黃木托  陳水泉  周秀全

柯錫琨  周秀柴  柯東桂  柯玉輝  林登南  柯文傑  柯榮德  周文慶  黃淵欽

賴孟淮  柯氏紡  林氏梅  曾氏免  姚氏秀  柯氏霞  周氏滿  張氏蓉  姚氏做

柯氏買  周氏敏  王氏氣  柯氏猜  張氏杏  周氏春  柯氏美  周氏織  王氏炮

何氏備  柯氏張  曾氏錦雲  柯氏阿茶  姚氏金蕋  姚氏阿哖  柯氏(僰)

姚周氏碖  李氏秀員  施氏彩鳳  周氏寶票  張氏水錦  姚氏綉儼  姚氏束靜

郭氏彩美  鄭氏金蓮  林氏秀琴  柯氏美容  黃氏翠黎  姚氏玉美  黃氏金治

周氏綉鳳  柯氏月緞  柯氏愛月  楊氏月英  呂氏月英  呂氏秀里  周氏秀鑾

蕭氏罔留  柯氏順好  曾氏金葉  周氏玉葉  東山富子  周氏秀治  周氏花守

周氏錦花  柯氏金花  曾氏玉梅  清水富子  柯氏玉蓮  黃氏金蓮  柯氏梅花

周氏碧雲  陳市玉梅  柯氏鳳英  吉本宗泰  黃氏瓊枝  曾根盛雄  柯氏玉釵

黃氏牡丹  王氏參葉  柯氏素梅  周氏碧花  宋氏月梅  薛從  柯禮  曾草

柯壁  周梱  曾博  王堀  曾坑  柯芼  李恭  柯琴  周西  柯店  柯追  姚權

林笋  姚碧  柯店  陳發  薛傳  楊金(罟)

光復後  第一屆畢業生  (民國卅五年畢業)    

柯錫銘  姚文忠  柯秀傳  柯水圳  柯讚卿  柯銘乾  黃松碧  黃東西  陳火墩

柯順雨  周業煌  顏朝佳  周錦益  柯東梁  柯清塗  柯子招  柯錦鏲  陳清火

洪合春  柯金獅  柯啟樑  柯哲記  柯春成  姚添發  柯月昇  柯店貨  李連發

黃竹茂  柯添鎮  方文發  柯日雲  柯梓燦  林文火  黃戶連  周秋木  柯杉目

柯其順  柯啟章  柯英元  周棋謀  柯清飛  柯煉煋  王有清  陳阿銀  柯有信

柯阿勝  姚永湶  柯守村  柯火傳  姚火旺  柯錫煇  李協和  姚文進  周平華

林寶通  柯復發  林昔通  柯三郎  林周堂  洪志成  周百塗  林木登  黃日益

柯水把  洪金縛  柯登替  蔡江善  曾鴻鳴  何慶田  董有言  柯宗來  林摸財

黃金樹  曾水秋  林瑞堂  陳茂金  董炎森  曾道云  曾明湖  洪肇春  蘇木金

曾松均  劉雲南  林銀漢  何清順  洪清水  柯萬居  柯水遷  王天成  王振興

柯再續  曾文裕  黃德成  曾振發  柯維生  周恒春  姚海風  柯滿洲  周深記

何有良  林萬居  洪仙助  張金字  柯萬炭  柯燦輝  林慶隆  柯木枝  柯進灯

姚萬紫  王丕慶  曾秀卿  蔡錦樹  柯如武  張澄淵  曾棟材  鄭振芳  洪肇基

鄭有森  柯嘉安  柯笋連  何勝賢  曾罸元  曾罸聰  林得來  曾加雄  曾居財

柯文風  林木炎  周圳卿  柯再祝  柯以日  施清標  李金波  林爐漢  周維忠

周火秋  周清蕖  周玉忠  曾火傳  洪澁木  周竹定  周科甲  陳萬象  周業昌

周西海  曾木紀  周進昇  柯瑞南  周成益  柯文程  林瑞發  林明和  周自讓

陳文紀  孫萬車  曾廷春  林月忠  周文情  周永林  黃基川  周火叢  林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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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班

曾發來  曾禎柱  王深煙  張仁成  柯清輝  柯子祥  楊添泉  李展瑞  林榮華

曾文和  陳女免  陳翠霞  林阿熟  李阿鋒  柯玉猜  劉綉鳳  曾秋菊  曾錦花

蘇美女  曾秀珠  柯水福  柯其川  柯芳成  曾梅森  曾聰榮  王順德  曾阿娥

王阿情  曾綉錦  曾綉葉  洪寶蓮  柯阿玉  楊淑英  曾淑朱  周桂花  施素花

林秀雲  陳素芬  雲錦銀  曾秀花  顏美雪  王麗雲  林平和  曾評輝  柯經子

李豐民  陳利賜  柯情元柯水金  薛綉(瑕)  曾定

曾票  曾對  薛雪  黃粉

丁班

柯木坤  陳有用  何萬子  薛山本  柯杉楊  何清平  柯呈煌  洪崑嶘  周杏焚

姚其明  林平河  陳玉水  黃水吉  姚東洲  王忠贌  柯賢瓊  姚宗慶  姚金水

姚德旺  柯清和  薛清和  洪百站  蔡國欽  薛福來  蔡朝詳  陳順源  黃呈祿

柯進生  柯阿秀  曾阿娥  許麗玉  柯彩霞  陳綉歐  柯秀梅  柯春栗  王寶鳳

姚玉桂  陳綉囝  姚秀線  林牡丹  柯桂珠  陳錦梅  姚美玉  姚阿靜  陳素昭

柯美鈴  何秀鳳  周秀鷥  姚秀素  黃月桃  洪財  陳情  柯簽  柯笞  柯菊

陳呈

第十五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九年畢業)    

甲班

鄭寶珍  柯錫銘  柯水來  姚慶九  周水樹  姚明元  王尊隆  蘇春林  柯慶昆

王山林  柯其煙  林火盛  柯春銀  楊金能  許嘉會  姚春進  黃萬財  柯阿郁

周阿蜜  陳梨花  李秀儼  周珍味  曾淑宜  柯碧麗  陳秀英  周麗芬  曾彩雲

柯素珠  周秀香  柯秀麗  周波犁  許阿貴  姚碧麗  黃麗玉  曾秀緞  周玉柱

辛隆豊  蘇嘉文  柯木秋  柯賬用  蘇清標  姚坤輝  柯秀金  周明主  蘇秀鞍

姚麗珠  柯秀崙  柯秀便  王蔘  陳伴  蘇河  姚燦

乙班

彭水壽  柯榮楠  黃尊榮  陳秀岳  柯義成  周興錦  洪中秋  周義欽  姚連科

薛進丁  鄭火田  姚明世  柯明忠  柯正德  柯德源  葉龍河  姚世宗  陳東寶

柯萬圍  柯泉生  柯進賢  周昆山  薛博棟  蘇彩華  薛麗雲  曾阿挽  柯秀哖

林素雲  林麗娟  林瓊良  林月霞  柯金珠  陳秀春  鄭秀春  許金花  柯雪英

周阿霞  周昔花  陳梅雀  許阿富  柯翠雲  王明珠  黃月雲  林秀華  柯川財

柯金龍  呂定芳  柯秀芽  周秀鑾  柯阿滿  周碧梅  柯月雲  蔡水吉  王美英

姚綉美  周寶芳  林呈  林六

六丙

姚財貴  柯明宗  林順吉  洪水淼  洪登源  黃慶雄  黃海為  陳宗興  周安郁

陳世明  黃文梓  柯萬發  周瀗棋  姚錫金  周木生  葉進發  黃進金  張金泉

洪萬富  洪水論  薛昆謙  周日青  王世廣  周鳳鸞  姚碧雲  姚玉里  黃麗梅

柯秀金  柯不治  林秀鸞  洪美純  方秀卿  周明珠  林玉碧  柯玉裁  柯阿卿

周爐  林富  柯彩

丁班

周隆皇  洪棋順  柯阿蹄  曾江吟  洪清泉  柯火爐  林錦德  陳守讓  顏景欣

周位書  曾文添  徐來成  林福田  姚秋福  周金燈  周百淮  柯松柏  柯木取

柯萬得  林鴻志  姚加追  姚宗鴻  周代泉  林漢聰  柯正東  周春福  黃俊程

李安宮  盧來福  林振勝  曾榮華  張見明  柯清連  陳清揚  李俊敏  周坤樂

周益發  黃奇川  柯欽淵  柯宮銜  林錦材  柯進升  柯茂桐  李有親  劉榮章

柯漢椿  曾東柏  曾建中  陳仁道  

戊班

王秀琴  姚清菊  鄭秀鳳  周錫貞  周月華  陳銹釵  黃瓊華  曾素滿  陳玉雀

陳玉燕  周月英  柯琇珠  曾琇愛  洪金聰  柯麗媚  蘇錦樑  姚玉春  謝玲玉

李錦照  柯秀綿  王秀霞  陳秀綿  劉明珠  曾金昭  曾丹桂  陳素玉  柯淑滿

柯錦姬  柯淑絹  黃鳳珠  張坤  曾閃

六丙

林玉卿  柯秀玉  柯阿伸  陳阿雪  王秋女  許綉蓮  周茶花  姚碧霞  周美玉

柯淑真  柯秀桃  周荈花  周春美  柯玉蕋  柯玉梅  黃阿青  曾阿尾  柯美人

陳水錦  柯月花  柯阿草  柯素雲  薛秀絹  周春來  周秀水  鄭秀英  周春綢

林金菊  柯素真  王金花  陳阿美  周玉霞  周阿敏  柯金蔥  何春祝  柯美華

柯清花  張阿花  洪月英  蔡金雲  周桂花  曾芳綢  周阿照  林美容  陳阿女

蔡雪黎  柯雪美  周美玉  黃鴻春  林添富  姚木琴  陳中村  王萬得  薛金樑

柯秀雲  周美華  柯昭華  柯清香  洪阿美  林純  李豐  辛錦  柯燕  洪煇

第十三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七年畢業)    

甲班

姚光龍  陳春成  姚永金  柯文俊  何英山  周素真  姚阿娥  柯金蓮  黃彩霞

姚雨利  周安雄  林文中  呂崑旺  辛金和  周秋蘭  周綉足  曾阿每  林阿蠻

陳秋益  薛岳霖  薛耀星  曾淍枝  林宗庭  黃福生  周滿秀  周秀文  周秀聰

鄭瑞玉  周春雄  莊金平  薛國棟  柯文利  李騰桂  姚正輝  謝秀汝  林秀尾

柯平花  柯玉霞  李春林  柯榮莪  黃昆旺  洪滄柏  柯碧山  林阿絹  柯月碧

柯金聰  陳秀琴  柯永村  柯秋榮  曾挽引  林春美  姚金堆  陳含笑  周秀枝

柯煌輝  黃和興  曾茂金  柯修箋  李澎  蘇松  姚葉  葉讚  黃典  林嬌

乙班

李雨騰  黃敦雄  柯義郎  楊春生  柯水安  柯芳塘  柯金培  曾水泉  柯添旺

柯金頂  方滌淇  姚瑞評  李西田  曾世賢  王坤林  柯添生  顏永雄  柯添丁

柯連發  曾水來  楊春福  周萬豐  柯清福  陳正義  洪州武  李澄樽  洪進財

蔡和生  柯政雄  柯金初  曾水勳  曾來程  曾天財  林朱德  曾阿美  陳阿純

柯金欗  柯美秀  柯秀英  柯綉針  曾錦綉  陳金卿  黃阿況  洪阿宿  柯金桂

林花畢  柯瓊花  曾素珠  鄭美鍊  周玉秀  周英嬌  姚玉香  曾碧雲  柯阿琴

柯碎月  楊秀美  姚貞月  楊秀仁  陳秀鳳  李澄花  黃麗華  柯錦花  柯娟

柯雪  柯切  柯夏  柯淑  柯節(木兆)

丙班

洪其鵬  張澄沛  柯九龍  柯其和  柯振發  周平山  周燧烽  周庚雍  王鐘光

周清旺  周奇賢  洪讚旺  陳仁惠  周宏基  曾邦基  李煉烈  王朝全  李火攀

劉木得  李漢清  曾宏元  曾清涼  柯明聲  柯金烘  張永昆  曾文圭  曾晴華

曾人垣  施徹雄  柯如聰  周隆文  曾錦川  姚夏雨  林留民  謝世輝  黃澄西

許哲夫  柯鐘響  周百華  曾文淵  柯素珠  黃壽如  柯淑媛  周秀治  洪月霞

曾月蘭  柯春玉  黃幼美  劉圓  柯勇

第十四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八年畢業)  

甲班

柯國柱  曾文洋  顏國強  曹昌亮  王其興  周文永  周梁湶  柯瑞祥  周順隆

周百南  曾長江  蔡猛興  柯木柱  林錦郎  粘好文  洪華慶  黃百安  姚木羗

林宗源  林水通  何重謀  張永杉  薛慶章  曾金章  姚漢圳  曾仁厚  林武勳

林俊傑  趙進宗  陳森森  王朝財  林稜潔  黃茂山  曾文培  柯政忠  周財源

王金海  曾盡琴  陳梅鳳  趙明珠  周彩雲  柯素品  柯阿霓  許月嬋  周燕雪

柯清陽  曾文株  曾春水  黃惡  徐薇  楊時

乙班

周添財  黃坤山  姚金銀  林建成  李春成  李文祥  周隆德  李吉欣  周汝洋

周漢修  陳金水  周友堂  黃奇清  曾水中  林文芳  黃尊文  周銘西  周金盛

周松林  陳金欄  周鳳妹  林月雲  李足霞  周玉珠  周錦花  柯麗貞  林秀聰

林罔腰  陳阿桃  林阿雙  蕭玉霞  姚阿麵  周秀糸  周足美  洪聰圓  周彩琴

柯淑美  周真秦  周櫻花  黃玉葉  周慶隆  周阿錦  林金滿  劉綉菊  周餡銓

姚綉卿  周月雲  周素霞  周杜  柯香  姚愛  周滿  李養  周青  薛衛  林香

李爾

第十一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五年畢業)    

甲班

周文彬  鄭正雄  曾金鐘  姚東富  柯鐵牛  李文宏  陳金河  周營輝  蔡森雄

曾晴暘  趙慶雲  林平和  林清華  陳寬一  柯松田  柯永和  陳明雄  姚政治

姚以德  柯平順  柯芳德  王淇梓  柯恭平  柯忠德  姚炳煌  黃呈槐  曾文城

葉文卿  張英隆  李文店  陳錦添  施天恩  姚長慶  陳洋一  周水萬  姚政吉

蔡榮達  曾金泉  林滄氱  柯芳助  陳鳳南  盧來興  姚永良  周益雄  曾文吉

薛玉財  林錦田  何鈴  陳正雄  柯樹分  周益花  曾敏香  柯碧雲  姚淑信

姚美麗  曾嫦琴  曾俊雄

六乙

蘇信興  柯錫鴻  柯圍山  柯二禮  柯錦福  柯東文  周銘忠  柯梓照  柯西田

柯合圖  曾金興  周塗來  蔡鴻才  薛武川  蔡添發  侯金龍  曾勝雄  洪永祿

周貞一  洪丁成  曾茂松  洪州南  林朝興  曾影超  林加再  薛水分  曾太山

周東榮  周王吉  王水通  林貞吉  林春錦  顏朝鐘  曾連興  曾廣江  曾火泉

李昭平  薛慶村  林炳文  林定玉  許炎煌  周富雄  曾中和  柯乞  劉達  曾呈

蔡倍

六丙

曾萬安  柯炎龍  蔡進興  何清順  王正雄  王萬發  柯碧田  周富棋  柯正雄

周豹豐  柯木松  柯永隆  柯阿朱  鄭天河  柯平貴  曾水來  柯萬金  柯天日

姚德州  林宗習  李雙道  趙瑞復  曾武雄  周振興  姚連合  柯子守  柯杉煙

洪樹春  洪永成  柯澄來  陳清湶  柯秀魁  柯一郎  許規舉  林水伯  周明桐

陳贊經  洪啟祥  陳寶貴  柯塞堆  柯線

六丁

柯素月  曾惠香  曾水壁  周秀香  柯玉梨  周管蘭  柯月成  陳阿敏  林麗娟

徐玉娥  柯美麗  周彩碧  柯秋香  曾明珠  何翠葉  周玉釵  柯月夜  何秀貞

柯玉金  周玉麗  黃阿連  曾秋圓  柯秀美  柯秋花  周麗琴  周瑞香  林玉里

周阿花  許阿幼  王阿況  曾綉春  林芙蓉  曾秀敏  柯征枝  柯綉馨  葉金環

周阿美  洪富美  柯寶鳳  柯月娥  周秀免  周彩蓮  杜採  李嬌  李謂  劉氣

王蔭  柯幸  周秀  曾信  林喜  曾薰  姚(存)曾銓  周姐  曾珠  林也  李富

第十二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六年畢業)  

甲班

陳仙助  柯勝雄  周茂雄  黃明環  陳春福  黃肥地  李阿曉  林武憲  曾茂雄

曾火煉  郭茂盛  周隆奇  李慶珍  姚重雄  蔡猛勝  周福星  周宏宇  周隆釣

陳清山  周進興  林鍊和  柯清期  柯錦紗  柯阿亨  柯玉蘭  柯素和  柯素枝

何素琴  柯政美  柯綉芳  柯碧雲  陳其興  洪雄志  何長居  柯阿儒  陳清運

陳火石  柯文川  薛春樹  柯英茂  姚文科

六乙

柯正雄  洪朝欽  曾清江  柯永伏  周文吉  陳燦勳  曾火木  張文玉  柯政芳

洪阿呈  辛隆華  林水返  周水涃  黃奇修  柯明郎  陳振風  周萬芳  柯義源

粘福春  柯明貴  姚總圍  周獻文  洪宗寶  黃俊敏  曾阿良  洪崑崙  柯芳富

柯守助  辛坤森  林金龍  周金平  柯尾吉  楊春發  李治邰  柯忠勇  周松海

陳林貴  顏國珍  姚金朝  洪信男  薛國樑  柯茂雄  柯桂安  周清龍  柯燕飛

柯武義  陳神福  林添火  周炳煜  何三江  柯勝雄  王春金  柯賜川  柯金柱

姚秋籐  何國保  陳水交  姚火發  周廷芳  林俊烈  周呈國  劉昭夫  張富美

柯彩雲  劉秋香  周阿嫌  蔡愛玉  陳秀霜  柯阿惜  林雪  張菊  薛緣  呂四

林清  姚騫  林德  王長  王琴

第九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三年畢業)    

甲班

劉圳岳  蔡石麟  林媽達  陳添財  陳有鎮  薛天賜  張奇城  柯書賢  柯慶松

林俊傑  柯仕坤  曾文平  曾朝城  柯呈翰  柯榮松  王其清  黃惠臣  粘好淀

柯德模  何慶隆  曾賜烈  曾皆得  柯有福  曾春田  洪輝陽  張慶雄  姚木生

薛清賢  粘福安  顏朝發  薛有能  林生文  林配給  李騰輝  柯崑輝  林登煌

薛海龍  周雄霖  林泗輝  林綉氣  曾綉華  林秀英  曾鶴琴  曾月雪  曾阿香

姚金珠  張淑薇  曾碧春  姚秀滿  林財  王森  陳甲  曾匏  陳喜

乙班

周秀卿  周登旺  葉進輝  張旭文  林火仁  謝聰河  林木秋  周淵慶  周明章

周榮源  周萬恭  周瑛儀  洪明清  張和村  周正雄  周守雄  周百永  周萬點

周隆標  周漢溪  張萬斗  洪錦全  王火寬  謝江林  莊維超  周信雄  周隆盛

李協力  周國井  周業明  鄭交龍  周炳福  周煉旺  周仰峰  蔡福生  周瑞璧

周銅鐘  洪炳煌  周事業  周昭男  周美芬  曾秀椿  周射留  周芳子  周玲玉

周玉連  周秀鳳  周月英  周玉珠  林美英  周西暇  王瓊花  張鵬玉  黃標

周敏

六丙

何忠義  柯順義  柯水發  柯振興  何子吾  李文莊  李文吉  姚秋旺  柯明坤

柯棋洲  蘇海永  李吉皇  林進生  姚昆錦  李哲雄  柯明傳  姚滿堂  林萬星

黃順城  李燈銘  鄭武雄  姚三郎  柯振茂  柯朝氱  蘇鵬儀  曾添秀  柯朝金

柯正輝  柯忠旺  柯智郎  蘇滿洲  柯坤炎  柯桂村  周福村  林耀鐵  姚照雄

林振安  柯銑哲  張波水  柯銀滿  柯玉娟  林雪雲  柯月貞  柯瑟霔  柯金星

周秀梅  王好來  柯秀招  周秀春  柯妙琴  王秀汝  姚美玉  姚玉珠  李江

柯壹  王等

第十屆畢業生  (民國四十四年畢業)  

甲班

王澤楷  陳明同  陳炳榮  周福連  薛國棟  周萬富  曾文豐  林蔭庭  柯燕貽

黃鴻業  柯百村  周樑國  謝守伍  柯德政  蔡正義  周代福  黃金泉  周滿盈

柯維新  周全士  曾順德  曾文元  曾文靖  陳仁彥  張澄浪  施美津  周春良

許梨香  洪錦雀  林淑霞  謝惠美  方瓊珠  柯金玲  周森林  趙雪

六乙

周南洋  柯木春  林柏村  柯萬塗  姚明漢  柯明篡  周明標  陳永鎮  周北四

林銀基  周文進  洪朝宗  洪尊輝  辛文獻  周俊傑  柯和忠  周錫楊  林武男

周進南  李明圖  周秋湖  周自發  林東榮  周燦鎮  曾東吉  粘好德  陳文雄

姚貽明  姚阿瓊  周靈標  周炎生  周庚戊  張松枝  周維石  曾罸村  曾金騫

彰猛智  陳銀城  柯淇德  姚璋寶  曾乃柿  曾克忠  曾承德  柯遠城  周添權

姚松男  王春帆  周呈宗  周顯旂  曾瑞  林銅  李轎  王炎  林全  周至

柯井

六丙

薛茂雄  黃微村  洪炳煌  周榮宗  林深波  姚有長  周宣勝  許武雄  姚木涼

呂添旺  陳粲登  陳文良  柯進發  柯清村  何三對  李煥佳  柯坤明  何國增

陳火局  黃宗禮  姚正英  林金旺  何錫明  許慧敏  林福田  郭銹葵  鄭碧珠

周金花  薛秀華  曾富美  姚碧珠  柯綉梅  柯秀蓮  洪金香  姚英月  陳綉美

陳秀蘭  柯寶採  曾貴米  柯阿伴  柯月琴  姚悅治  柯金蓮  洪淑榮  柯清琴

陳綉女  王秀鵲  蔡阿銀  柯阿雪  朱金水  周棋良  周芳珠  曾月江  周滿甜

李金蘭  柯萬能  何基  曾束  姚瓦  柯絹  柯粉  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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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義順  周瑞彬  周龍輝  林中明  姚和順  周敦仁  周益進  柯賜青  柯順發

洪啟祥  周昇志  洪隆坤  陳清隆  王永順  薛玉盤  張國得  柯志仁  周金火

曾嘉和  曾甘澍  曾金隄  柯再發  周木榮  柯銘泉  曾文楷  陳資川  柯金龍

曾木村  柯嘉藤  王棋銘  柯德怡  陳義芝  姚宗禮  柯文魁  陳淑蓮  蔡世珍

柯愛玉  姚麗琴  林佳巧  柯滿足  柯素梅  黃淑蘭  柯錦嬌  林玉英  周玉琴

周秀絹  曾純蓮  柯玉寶  柯秀吟  周綉梅  王貴美  洪碧雲  姚秀寶  周月煌

柯金滿  柯淑敏  洪綉梅  賴慧英  周錦雀  柯惠芳  王淑美  辛金興  何永林

黃奇財  洪文雅  柯銀明  柯春連  薛國祥  黃呈爐  薛文卿  柯智賢  李立民

范竣裕  姚佳榮  李治壅  周火木  張河水  曾淑霞  李玉尊  柯玉鳳  林寶彩

柯阿笑  周麗雲  謝阿昭  姚府美  曾阿儉  曾阿柑  柯秀霞  周美女  柯秀華

王阿茶  柯錦美  周阿滿  黃阿敏  曾秀錦  柯麗媛  李阿印  柯素蓁  曾美月

王策月  林玉綿  黃寶銀  柯進賀  柯金明  李德煌  周金龍  姚金為  蘇慶源

蕭春福  姚慶彰  柯火東  王水永  曾火燃  林炆燿  姚慶昌  柯賢宜  張貽和

呂玉梅  姚玉桂  陳阿月  鄭碧蘭  呂丹貴  姚秀娥  周素霞  林麗娟  柯阿照

柯保約  柯阿猜  蘇阿桃  葉秀霞  張綉汝  周素蘭  姚綉絨  林麗卿  洪秀琴

楊秀媱  姚貴美  姚麗玉  柯秀鸞  柯麗香  柯翠雲  陳金鳳  陳麗紅  周阿月

林丁祥  柯燈炎  陳文方  林進發  周榮輝  葉水春  陳金孫  柯天賜  陳金喜

柯水財  柯火福  周木榮  周禮仲  柯士良  王煙線  王棍木  陳金河  周基呈

姚福生  楊賀燁  何清鎮  柯溪鎮  柯燿水  周萾宗  周憲輝  張永林  柯火龍

周百銅  曾龍輝  姚金來  柯金發  高烏糖  柯鳳麗  周玉蘭  曾阿銀  柯麗華

李秀花  陳寶吉  柯金招  周美麗  黃麗娥  柯秀輕  柯麗鳳  周棋戁  周秀氣

陳阿免  柯珠花  洪犁珠  王阿也  曾秀燕  周麗真  周英雲  洪桂花  周銘漢

鄭寶林  周子良  洪瑞士  薛金聲  李啟宏  周金釵  周水連  何秋香  黃碧容

林天錫  薛耀輝  黃奇勝  林正義  李金標  李阿瞻  侯素琴  賴淑指  柯秀香

陳碧焚  柯叔美  柯彩麗  洪源忠  蔡富銘  陳輝榮  曾榮城  王阿輝  蘇春輝

林朝東  張金樹  柯罔市  柯素梅  李綉雲  周水淋  林春德  林炳榮  柯棟梁

洪吉典  柯振昌  張仁志  洪正直  林貴昌  洪文永  姚錦銘  周昆煌  曾崑郎

蔡樹黎  洪彩鄉  洪蓮花  姚波治  林麗貞  洪金鳳  蔡鳳照  李桂珠  洪玉霞

林阿梅  周玉梅  洪春蕋  姚英貴  薛銀戀  洪麗華  薛阿雪  蔡阿襪  林春暖

林素香  許玉華  洪燕玉  周繐蘭  薛綉錦  林秀蘭  蔡美鈴  林秀水  黃秀滿

曾美香  周麗華  姚樹(木矣)  柯鳳燕飛  楊森  許蕋  柯珠  林爐  黃瑾  張卡  

洪火  黃碧  周波

第廿一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五年畢業)    

柯天德  周桂濱  柯金同  柯清富  林勝川  柯順益  柯瑞祥  柯良才  柯坤山

柯東發  柯萬安  周隆徐  柯春源  蕭棟碧  周進登  陳春金  曾文財  曾良圖

王添福  李錫昆  陳阿明  洪玉堂  曾錦同  蔡進村  柯圓滿  柯月麗  柯淑珍

柯麗櫻  柯碧霜  柯寶鏡  柯滿珠  柯阿扁  林桂香  林菜華  周美嬌  陳梅鶯

姚阿雲  許綉雲  李綉果  黃寶丹  洪寶鳳  曾淑貞  柯鶯儀  柯全美  許坤炎

周百勇  陳淇松  張立德  周興科  黃柳傳  周春發  許俊卿  柯火同  林炳輝

李隆獻  周百欽  林進輝  姚安全  柯金山  李德興  曾福靜  張杉柱  曾森煌

柯當興  曾瑞益  柯寄林  薛慶堂  許清德  曾崑杉  曾文獻  施輝煌  曾榮華

楊金水  柯添井  周霜寶  姚國樑  洪正軒  周明鈴  楊福星  黃炳聰  周深泉

王江源  洪玉瑞  姚長來  林稜洽  柯永生  李學吟  周進強  楊添益  洪學國

粘好宗  王玉梅  王玉英  姚桂花  姚雪清  周真淑  曾麗琦  柯錦釵  林春杏

柯水川  張金德  林阿井  薛來旺  曾水順  蔡仲祐  柯鴻堯  顏祈然  顏清湶

劉榮貴  楊燦連  許天德  柯椿敏  柯遠長  黃棋清  薛金河  黃武勝  陳合良

林滄森  姚明獻  柯顯榮  周安城  柯燈山  施瑞鑫  林振仁  陳忠義  洪朝坤

柯焜榮  柯純青  蔡瑞國  姚聰明  柯崑雨  黃進榮  曾文鍟  周志榮  楊錫征

李連春  蔡瑞通  黃尊彬  陳秋香  劉淑琴  曾嬋娟  周翠香  陳來圓  梁綉珍

周素真  柯富美  林玉琴  柯俊美  周寶  林秀美  曾綉蕊  曾秀月  姚淑敏

顏美鳳  周春滿  曾綉絨  曾素梅  柯淑朱  洪清溝  柯維銘  蘇海鎮  陳阿份

第十九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三年畢業)  

周有福  周明福  楊添榮  周益傳  黃朝明  曾永豐  柯勝賢  王朝和  曾尊賢

柯清河  葉水進  曾萬得  柯天財  姚炳楠  柯燦營  黃鴻烈  周煥煇  姚秋貴

周樹法  洪明耀  張長興  王蓮成  柯焜樹  施換明  陳忠政  曾文達  周錫儀

李金錫  周勳德  何重謙  周瑞進  姚坤昌  柯首舉  柯金鎰  王正忠  姚長益

周欽淼  柯美滿  黃道生  林俊輝  柯錦發  柯尚忠  曾江水  黃炳昌  周滿津  

林玉蕊  王秀美  柯阿暖  蔡淑美  曾彩玉  劉淑蘭  姚淑惠  柯麗娟  林玲華

柯美惠  陳阿滿  柯素珠  鄭綉咱  王正儀  柯昌平  曾麗坤  姚德興  姚新典

柯添允  柯萬順  柯杏烽  柯梓烈  姚永昌  周高見  柯金澤  周興煌  周百坤

黃啟章  陳世珍  柯森源  柯順源  林水木  柯金來  曾春長  蔡木興  周秀芳

柯秀馨  顏梅仔  姚燕春  黃綉蓮  柯金織  姚翠娟  林素珠  曾清秀  周春玉

林淑媛  王秀娥  柯玉霞  姚美華  洪常娥  黃碧珍  姚松林  卓俊辰  何培源

林漢志  黃朝欽  柯明誌  廖文亮  柯銘宗  周明坤  周銘村  黃秋雄  柯酉明

柯石龍  黃奇聰  陳天發  黃萬呈  李萬發  周貴元  柯火炠  陳清藤  曾添進

柯萬隆  楊文戶  周瑞河  曾銀桐  蔡朝樑  李明憲  姚福慶  賴青森  黃春財

許京堂  柯賢卿  王清源  王宗龍  張里堆  周慶煌  柯有勝  薛金來  林財地

薛昭華  曾瑟琴  柯月華  曾碧玉  周秀虹  鄭翠祝  陳風春  黃水生  薛清仁

黃忠戶  周安貞  柯旭灯  黃昭明  楊敬喜  周賢德  曾水波  洪盛通  姚福來

曾錦環  許椿昇  黃宗和  周春福  周良伴  許振德  林朝昆  曾金燦  許粹雲

周鳳嬌  周嫊珠  洪春芳  柯彩霞  洪秀錦  李秀玉  曾淑瀾  周美風  蕭美華

柯秀霜  林秀帛  陳秀和  周阿閃  周麗花  陳彩雲  王秀琴  周桂鶯  李玉犁

周賽芳  柯金槍  何平鎮  許嘉益  曾宏義  薛春長  洪永昌  張永銘  柯貴水

陳益源  柯淇洲  柯福來  周隆安  姚杏復  林有福  柯義榮  柯炎興  姚月秀

何玉結  李寶珠  楊秀鳳  黃金花  周清梅  柯金玉  周秀治  李阿熟  柯金對

曾綉梅  柯美女  曾綉粉  柯秋月  洪玉花  李慶和  薛鎮州  洪金完  黃金定

周進恭  曾德林  王添來  黃進福  周財明  紀樹枝  林進良  柯水金  曾慶同

柯榮武  張松龍  陳秋榮  洪尊守  姚杏謂  林連珍  柯福財  何章其  柯三興

薛金櫃  柯明元  姚瑞山  高雨淋  李阿對  周秀廖  楊錦花  曾明霞  柯圓呅

柯來春  周美麗  柯淑滿  蘇梅雀  黃月鶯  姚淑卿  林麗霞  曾月英  李燕壽

蘇秀金  曾色美  黃淑美  林根能  柯慶村  林西東  莊龍錐  黃進吉  李長生

柯清順  周銀柱  周火前  姚嘉岸  柯金銅  林添億  柯武安  柯勤雄  柯誌卿

黃金山  劉金釵  曾素真  陳美女  陳彩雲  姚美人  李水連  柯雪綢  李秀瓊

柯妙彬  陳阿冷  鄭春錦  周祝滿  洪麗英  黃繡霞  曾芙蓉  黃阿吻  周金波

姚秀甘  鄭素梅  柯碧霞  柯秀梅  柯色治  柯呈昌  姚為財  曾文平  柯世昌

蔡重家  柯百利  何阿坤  柯朝發  姚進傳  柯美郎  柯德利  柯萬成  姚春柳

柯崑旺  柯水屘  林耀勳  柯輝耀  柯順興  柯珠明  姚玉美  林綉絲  蔡秀梅

林綉近  柯美蓬  柯綉麗  柯秋花  林秀雲  許碧鐘  柯阿素  曾秀春  柯阿冊

黃綉玉  薛秀勤  林阿招  姚麗春  柯月勉  林月卿  林春滿  陳玉桂  林綉滿

粘綉紅  姚明慈  洪金鳳  蘇麗卿  柯美麗  紅美梨  陳織每  周麗花  林綉蘭

周麗卿  曾慈敏  林錦秀  曾綉孋  黃燦輝  柯員  周織  姚娥  李有  柯麥

林廷  李勝  張境

第二十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四年畢業)    

柯日和  柯萬益  柯木澄  何新龍  李榮勳  周百展  粘福源  陳天寶  陳爚坤

柯宗義  周福源  曾澤文  柯金義  柯萬燦  周甫烈  林宗賜  周嘉興  柯坤墻

黃坤成  陳寬林  林添福  莊建中  周百樂  姚得清  陳聰乾  蔡樹泉  張燦材

曾晴煜  陳仁祿  徐力中  柯忠火  柯綉玉  周碧珠  王玉椿  蔡孟芬  柯燕晴

甘慧玲  張嫩嫩  柯純華  辛隆德  陳三寶  黃尊仁  林有源  陳漢培  陳秋爐

李三傑  林今華  周榮輝  周健燈  林木水  柯雨庫  柯賢燦  柯清堯  周再明

姚漢欽  姚坷營  李榮華  柯恆雄  柯益堂  柯澄炎  柯鍚明  林順海  曾燦連

曾振環  周焜耀  李萬典  周國誠  周克忠  周明玉  黃嘉和  洪義經  曾彩華

周銘寬  周縮  周右厚  曾春花  曾梅香  曾桂珠  柯秀貴  洪順賓  周明昆

林華照  粘麗香  葉綉英  蔡素鈺  柯秀梅  林芳秀  柯月良  柯淑容  周春鳳

李阿梅  許寶珠  洪彩鸞  柯雪犁  柯碧雲  柯素春  柯金花  柯俗花  曾素霞

李阿雲  林麗閨  陳分英  林秀梅  柯素卿  柯桂花  曾志雄  黃金標  周銘得

柯順福  張奇滿  周德治  何永桔  陳惠美  柯麗玉  李湖碟  柯翠淑  柯綉蓮

曾祝燕  曾美蓮  林淑華  柯月香  柯美雲  柯月煌  柯清霞  施金環  洪玉燕

周瓊花  周淑美  柯素珠  柯錦瑛  周玉鳳  柯綉娥  林阿閃  黃麗珠  曾秀娟

楊玉梅  周麗珠  周素月  曾錦章  李錫橔  柯木川  柯進春  葉西田  柯朝安

柯滄田  曾炳南  洪正原  周榮山  曾文聰  曾震東  林志隆  陳進財  曾文炳

葉進教  柯誌明  柯錫奎  柯通成  姚潢演  曾川榮  徐木煙  周畑耀  李度寬

柯明照  黃金河  林銘村  林得錄  柯天賜  曾慶芳  曾文樑  曾上發  周百卿

賴清雲  周順發  林宗慶  洪世賓  周錬桑  周昭材  何清松  柯一生  姚木園

周煥玲  李錦祥  周奇興  陳煌松  陳高德  黃鴻碩  柯酉村  柯文杉  柯遠烈

周滿儀  柯奇水  蘇錫岩  曾賢明  柯贌朝  楊慶守  曾文興  曾富春  柯雨財

黃聰杉  柯炳榮  劉國財  薛耀堂  曾榮隆  蕭棟材  柯國明  曾克仁  曾文謨

柯芳銘  柯焜玉  黃漢煌  柯聖賢  林稜隆  李吉溥  呂展照  周銘清  李啟明

何素霞  林權  陳靟  洪溸  周招  周泰  姚巿  姚謹  蘇姻  徐萱  周城  柯爋

柯得  周福

第十八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二年畢業)  

沈天從  林枰貴  林俊堯  柯義吉  曾財發  王丁旺  曾文仰  林河湶  林移火

張木水  曾澄河  周洪柱  蕭登順  柯松邦  柯漢興  周天權  陳清賢  柯明煌

曾炳榮  黃水勝  柯清雄  姚呈聰  柯錦歲  陳國揚  林添進  蔡沛憲  陳仁禎

洪添源  柯明輝  曾朝陽  張世明  周麗雲  柯玉燕  柯綉煖  姚彩雲  柯月梨

曾孋雪  姚雪利  曾麗華  柯碧霞  陳美英  李明遠  柯吉祥  曾文東  陳維專

范木火  林文範  楊文煙  周再添  林振得  柯煥森  周全彬  洪銀子  黃俊傑

周啟銘  柯振賢  陳寬振  柯東和  曾遣勇  黃淳武  柯宗能  周忠義  周明義

姚嘉澆  柯登貴  柯崇仁  柯恒榮  黃卿城  陳明彭  柯百山  曾復興  柯輝煌

周秀柳  周桂香  周燦金  周真萍  周珍褥  張秀李  柯美容  周寶華  柯碧珠

柯玉美  柯麗卿  周淑珠  柯月梨  柯碧蓮  柯淑月  曾綉呅  柯焜木  林木成

柯天來  洪燕輝  蔡佑光  柯政基  姚春貴  柯火朝  柯耀鴻  曾西河  洪樹榮

黃坤墝  謝鴻儒  蔡復興  薛博智  林茂松  李三養  張永輝  朱灯進  洪進便

柯劍輝  賴國明  黃鐘桀  張有財  柯敏隆  周進來  黃天錫  周葵熙  王烈興

陳文洲  周讚治  柯賢英  李萬福  柯添發  周錦熀  曾福來  薛留方  柯秀貞

洪阿鸞  柯碧花  周壽麗  曾淑麗  張佳玩  姚春香  周貴珠  柯秀敦  曾文傑

柯瑞州  曾水河  柯明波  林玉崑  陳欽典  呂定棟  李鴻文  楊國賀  黃相仙

柯賢發  陳利福  曾火點  柯火木  柯萬子  林金燦  柯村明  陳丁貴  周萬火

曾火東  黃月冠  陳玉珠  姚月妤  林阿偏  柯秀遷  王綉聘  林阿對  姚束鐘

柯月芍  曾彩花  賴淑針  曾阿招  林綉蕊  柯月淮  張綉琴  曾綉攀  周麗枝

林慶依  曾淑圓  曾芳卿  曾素嬌  曾綉碧  柯小桃  柯素戀  陳綉燕  張寶珠

陳梨雲  楊滿足  蘇阿通  姚滿卿  柯進來  何錦河  柯財明  柯振淶  蘇永隨

姚文寬  姚木龍  柯明輝  柯崑明  姚正輝  姚慶修  姚阿鎮  柯樹分  陳涼秋

林明祿  薛文晉  陳埠坊  洪域財  黃呈裕  林清江  薛文泉  洪玉明  洪昆曾

林安邦  林文炳  薛俊義  周楸釗  蘇春花  柯桂玉  柯月桂  柯春英  蘇綉絹

姚麗珠  柯麗華  柯桂英  柯淑梨  姚阿守  陳美雲  柯玉滿  黃麗甘  柯月麗

趙碧桃  林素蓮  黃莉窓  洪玉梨  薛美英  薛阿麗  薛秀月  王綉霞  洪素珠

洪麗珠  柯碧珠  陳見財  柯賢珍  林吉安  柯文龍  周由煙  周煌  黃奇輝

柯慶榮  陳春塗  李水旺  陳見財  柯萬敵  周輝煌  陳火郎  柯銀川  林根松

林鐵牛  周煌坤  曾榮利  柯麗珠  蔡鳳嬌  周秀蕋  柯綉雲  柯素禎  周綉米

周綉鑾  周秀治  蔡阿理  張綉閏  周玉葱  周綉灼  柯美梨  洪上齊  周麗美

侯麗花  林招治  周秀鑾  盧錦雀  王世花  周水秀  柯秀好  周綉蕋  周綉聰

周黎玉  柯阿綢  柯秋月  林阿網  柯寶燀  周阿甜  王惠菱  周淑珠  周金燕

侯施麗玉  黃乘  林乾  王水  林炳  張票  洪鈌  王省  呂騫  林傳  柯戀  曾治

第十六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年畢業)    

甲班

周樹旺  洪水來  薛文慶  蘇萬寶  曾錡鎗  曾火炎  何萬仕  柯金來  何萬守

周嘉錐  林鑫勇  曾永欽  林水泉  李縫墩  柯再成  林樹枝  姚顯揚  何錦春

薛清河  姚銘陽  薛國泉  林俊達  柯劍尖  柯秀對  柯美珠  何添益  柯秀花

柯素幸  柯秀梅  何阿滿  柯阿月  柯月華  林玉珍  洪雅英  林行

乙班

柯靈森  林金庫  林金木  陳金柳  柯潘安  周文章  林文泉  柯萬安  陳珠煙

張憲興  李振輝  蘇信春  曾文端  柯阿寶  周聖賢  何平約  周滿盈  林中和

薛月霞  周秀聰  周燕利  柯月蓮  柯綉氣  陳阿姐  林華燕  林阿錐  柯綉蕊

蔡採美  王秀卿  柯麗訓  周綉敏  王鳳蘭  王金蓮  周蔥  柯差

丙班

姚樹欉  曾頂南  楊文能  姚福建  張春連  李其得  曾文來  楊天進  周木營

周百信  周金順  周自昆  莊金龍  柯阿財  薛榮田  周水木  黃成接  辛金生

林西湖  柯碩良  周杏淋  周秋冬  柯永勝  陳文雄  柯罔腰  吳桂雲  鄭梅蘭

柯玉香  黃金暖  吳玉珠  林阿招  周秀梅  林華月  周汝  曾淑

丁班

林火石  柯錠科  黃阿麟  周水鐘  周其華  黃圳發  王阿漢  周木火  蘇水京

洪貴雄  何福在  周忠勇  周金龍  林添發  黃金發  何國錠  何首禮  黃進生

柯春木  陳水永  洪清川  柯進忠  柯雨賴  洪金柱  許綉裙  曾碧梨  曾水吟

蔡秀琴  姚麗雲  柯阿茶  曾瑞香  姚秀玉  曾月香  柯芳鎂  林玉升  柯牡丹

曾水錦  周棋郁  王明華  周椿煖  周翠雲  何滿翠  周金玉  周麗珠  曾(嚴)

周黨  曾守  周紡  何員

戊班

周隆榮  周久富  洪樹旺  陳振柳  柯慶堂  張登富  陳福春  柯賢彥  曾漢淮

周志明  柯漢東  林俊宏  周平議  黃正和  曾火漢  周敬人  柯本榮  姚國欽

柯火烈  柯明華  林稜鎰  黃呈榮  曾喬木  柯溝龍  周慶豊  柯水江  周天成

曾伯木  柯榜源  洪深潭  黃漢銘  林阿蜂  周淑美  周秀治  曾娥琴  林秀英

周秀暖  周真香  柯清品  曾燕雪  洪錦釵  黃麗玉  張秋足  柯藜蓉  柯麗滿

柯月英  周寶珠  柯津  辛續

己班

薛東豊  賴秀錦  曾文明  黃長庚  周隆服  曾錫郎  陳金豊  柯錦帶  王金柱

洪清水  黃銀和  周百修  姚世春  柯忠川  周樹炎  陳秋傳  洪棋忠  周業權

陳火烈  陳世昌  曾阿曜  洪銀漢  侯鋕林  楊福民  顏朝興  曾火柴  周金生

曾春發  柯添財  蔡復昇  粘好明  薛玉琢  曾江河  周錫彬  柯阿紗  李阿偶

朱秀春  陳金滿  李艷紅  姚玲媛  姚秀雲  柯寶琴

第十七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一年畢業)    

林樹在  薛玉東  洪水蓮  彭定春  薛淼森  洪瑞祥  黃俊明  林漢彬  蔡添富

薜慶河  林水順  薛昆欄  周錫陣  陳木龍  林仁德  李淨培  柯進財  林阿春

王仁旋  李樹葉  周麗賢  林月笑  柯月美  黃素珠  周寶美  周錦綢  周秀紫

李綉媛  柯寶桂  柯淑女  黃月鳳  曾桂卿  曾秀段  林秀綿  曾秀孋  曾淑織

曾金英  曾翠華  周金財  洪金水  周呈山  周其圍  周海南  柯耀程  柯慶祥

柯明德  張金忠  柯三郎  粘巧扁  柯錫奎  柯全國  柯隆發  黃呈義  柯金福

柯炎生  何清為  柯樹松  柯永煌  姚杏篡  柯春龍  姚介明  蔡進財  周霜露

曾水江  周百祥  陳金來  張長春  周瑞興  周煌寶  張清泉  曾連進  黃憲陽

曾樹山  王萬福  曾炳木  曾以川  曾錦定  曾三元  許熚旭  林萬瓦  柯樹木

姚春海  陳萬華  柯榮華  陳木金  姚政隆  顏國隆  柯忠義  王江海  黃福建

柯碧華  蕭秀香  李阿集  黃雪珠  柯蓮福  林阿前  柯秀暖  李阿碖  劉綉花

柯素樺  柯玉綢  洪阿珠  楊月霞  周秀蓮  洪彩紅  柯麗卿  陳秀鸞  李阿色

柯阿桂  張雲娥  陳寶珠  李阿硯  薛樹蘭  姚明珠  何春美  姚水軟  黃寶蘭

218 219

新
港

桃李芬芳



220

丁班

周傳生  洪盛達  周榮章  周祝生  陳燦鍼  周百煌  周啟文  周百健  林國安

周四堂  陳文賜  周其祥  周國儀  陳泉順  黃慶鐘  周添民  柯純安  許錫文

林添富  黃尊奎  周琪傳  周燈連  張長卿  周軒煌  周志名  黃遵守  林錫厚

柯梓珍  廖文漢  林文鴻  黃奇隆  柯豐銘  曾煥錫  林經堯  王德慶  王登貴

周淵源  李玉成  陳界良  周寶玉  林麗華  黃綉敏  姚淑娟  蔡世媛  黃麗文

柯淑華  陳愛玲  柯錦修  黃玲娜  林祝美  曾秀倉  王碧華  粘秀麗  周阿招

陳月英  黃姝華  郭玉盆  柯彩雲  姚金鳳  周春美  趙幸麗  林富敏  黃美粹

石毓芬  林良嬪

戊班

曾勝雲  黃財富  洪朝安  張有進  曾漢卿  王春同  曾火福  曾正耀  李金泉

曾永照  曾鴻隸  張喬氱  柯文永  曾錫漂  黃銀平  曾慶祥  曾金墩  洪進興

王宗禮  曾慶曜  黃進興  曾永清  曾木興  曾啟柴  王大廣  林崑麟  李治宗

周美玲  蘇寶秀  許瑞霞  王碧華  周桂櫻  周美雲  林秀春  周秀花  林玉梅

謝寶蓮  周素琴  周寶雲  周明珠  洪素月  曾麗芳  陳錦英  周彩鳳  黃月嬌

黃美玲  黃秀真

己班

王永昌  柯金秋  柯村松  柯英二  柯培林  柯明進  周進生  柯發戶  柯坤育

柯再興  蕭清安  周登桂  周敦琦  柯和興  周玄崑  周隆潭  周調旺  辛燕南

洪肇林  張樹木  周柏卓  周百洽  周沛活  周和養  李煙廣  陳建宏  林炳榮

柯桂鶯  姚瑪莉  姚梅嬌  蘇琴妙  柯阿照  柯麗紫  何綉專  柯麗雲  柯美滿

柯貴玉  柯玉雲  林桂娥  姚美華  姚金鳳  柯文炳  蕭水西  柯見書  柯加鑫

柯錦坤  黃福榮

庚班

周良好  周再乾  柯木松  姚金煌  柯武炎  柯振鴻  柯嘉勝  辛進水  姚鋕銶

黃呈文  柯金發  柯瑞源  曾明合  柯昆忠  林正玉  林正輝  姚木材  柯明樹

蘇永良  李安生  柯家進  林薰章  柯漢耀  柯寶堂  許武雄  林茂樹  姚金印

柯桂圓  柯明郎  柯形春  柯明遠  姚慶元  姚永吉  姚威吉  呂玉華  柯美香

柯珠惠  柯金環  張素雲  柯月珠  柯淑娥  柯麗鳳  柯春萍  黃月梅  柯素貞

柯秀冰  柯妙珍  柯寶綢  柯素風  柯月珍  柯月翠  鄭美芳  柯枚妓  柯玉珍

柯秀燕  柯翠津  柯陸

辛班

陳進豐  陳明傳  蔡適良  柯賢忠  洪進上  洪錦章  林進旺  王國炎  林金江

林金智  薛文通  王親樑  洪滿意  莊龍波  林中義  黃進雄  林金柱  林俊彬

蔡瑞西  林江守  林存仁  陳明郎  王松盟  洪勝義  王詠頒  陳滿腰  林妙音

李寶珠  柯淑敏  柯素珍  陳阿滿  柯梨呅  周錦燕  柯素月  楊寶珠  楊美雲

柯美玉  陳犁水  柯素瑰  柯人分  陳燕慧  陳麗卿  柯麗雲  柯美妃  柯美鳳

柯月娥  李明麗  黃阿寶  柯祝花  李秀英  柯寶貞  曾麗月  曾美做  曾美綉

薛願  楊蝦

第廿五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九年畢業)  

甲班

柯燿民  周棋彬  周旭邦  洪添順  周國義  柯萬進  朱燦楨  柯碩曜  柯梓鶱

柯永豐  柯金堂  洪樹居  周克儀  葉昆煌  周淑銘  周典儀  洪志昌  周明春

粘泰進  周奇谷  柯敦偉  洪振勝  周棟源  柯志榮  紀昭賢  姚冬桂  洪櫻綢

曾淑娟  曾素梅  姚秀硼  王鳳玉  曾秀敏  曾綉婷  曾阿器  曾麗香  王淑雲

曾寶朱  曾綉媛  張秀金  王雲卿  曾月紅  曾美容  曾彩雲  曾秀梅  曾彩綉

林阿好  曾秀碧  曾美華  曾素美  張秀娟  周秋霞

戊班

薛春榮  洪火圳  黃鴻才  林樹發  周振煙  薛榮河  柯金水  周銘星  柯明輝

林阿源  柯癸丑  蘇安心  林元良  周業助  柯西寮  柯恒營  柯志忠  林振明

曾能允  廖銀河  何國棟  洪永昌  張志彰  黃興明  柯銘進  柯金烜  李政雄

薛東興  薛金德  柯俊雄  李秋發  陳聰監  蔡財銘  柯漢炤  薛振騰  柯水印

何進明  柯文良  柯明斗  葉昆平  范竣卿  洪添發  曾文成  王添田  柯錫圭

曾本煌  陳坤鍊  何清溝  李恭安  周行燦  姚金順  曾漢堂  黃文來  曾炎輝

謝漢鴻  薛東寶  柯潮陽  李平

己班

黃文通  周炳坤  柯治平  林聰榮  林東陽  辛水勝  黃傳生  柯宗銘  黃呈來

林進添  周光華  陳春發  黃明生  柯錫旺  柯水彰  李萬益  姚宗禮  姚金子

周國利  曾文東  曾煥章  柯清水  柯連富  薛鳳英  李龍珠  姚嘴娥  劉秀盆

林玉修  薛玉蘭  黃月麗  李玉美  柯桂芳  謝月娥  林秀月  李麗玉  姚繡茵

姚玉麗  陳瑞分  李綉風  黃金祝  姚玉珠

庚班

柯麗玉  粘麗華  葉春美  柯素娥  柯乖  柯淑琴  柯素眉  蘇秀蘭  周彩雲

周阿葉  周秀梅  林阿幼  周素珍  洪春娥  周阿桑  洪彩雲  李阿滿  周秀珠

林寶玉  陳秀華  周翠霞  黃秀暖  黃桂香  洪綉寶  陳滿足  曾阿綿  鄭翠華

陳麗照  曾秀華  陳麗珠  姚素珍  林  蕋  薛梨蓉  洪美足  洪阿媛  柯錦雲

薛秀美  葉香蘭  王淑芬  許阿(春)見  柯麗琴  曾金枝  曾秀梅  曾美豐

曾淑娟  柯麗淑  盧秀鳳  何秋茶  柯麗花  吳  雀

辛班

曾寶珠  黃素東  柯阿敏  柯素美  柯珠鳳  曾月梅  洪玉燕  陳金蕊  陳麗美

何錦棉  鄭清香  林秀凰  王麗姝  柯  專  柯秋桂  柯綉玉  周月洪  曾淑華

周秀芬  何阿(虫)憲  洪素琴  柯秋菊  林秀梅  黃美分  林綉嬌  柯月霞

周春喜  陳犁真  陳雪紅  周玉花  林敏玉  林  做  李春味  何秀宮  陳玉薇

林美仁  曾碧珠  姚錦雲  曾阿敏  柯碧綉  莊綉絨  柯雪絨  洪麗華  柯麗花

陳貞秀  薛  菜  陳美羊  林素鳳  李寶燕  陳素英

第廿四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八年畢業)    

甲班

李友明  許芳明  陳見春  林文全  陳萬椿  許文柱  鄭寶有  姚添進  林水永

楊嘉松  許天廷  姚慶樟  林世意  賴秀勳  王尊仁  陳鴻麟  陳秋登  楊敬烈

黃椿進  林昭甫  周棋修  葉金珠  周素麗  周黎香  陳金豆  陳素香  周秀香

李易芳  周淑芬  周淑水  曾阿月  周麗芳  施月裡  周淑華  周春燕  林良音

黃美津  周素珍  周美岑  楊敏鑫  周昭每  楊梅芳  曾美子  洪麗華  洪錦僖

王綉嬌  柯芬芳  柯美玉  周綉春  周月品  洪華麗  洪足滿  尤阿香

乙班

林榮展  柯普鵬  姚金桂  柯瑞鐘  柯水騫  柯啟賢  柯國華  姚杏點  柯金源

柯賢源  柯順記  柯茂榮  黃總成  柯進興  周坤福  柯順貴  柯順益  賴添木

柯金欉  柯松茂  柯松篡  柯賢松  柯宏派  黃慶德  李錫騰  柯木梹  黃春福

陳進丁  姚文陣  柯金行  蔡美麗  薛竹花  薛素蘭  薛素娟  黃秀英  林秀珠

洪鳳春  林素真  黃秀珠  李淑華  薛秀絹  王綉暖  薛月雲  沈翠霞  邱麗鳳

林阿里  蔡麗香  曾汝秀  洪寶枝  洪春紅  林麗玉  林玉華  洪麗娟  柯銀

張守  薛尾

丙班

李金樹  石慶文  洪傳雄  洪永華  曾炳貴  柯瑞達  柯勳南  曾炳燿  黃豐謀

柯克昌  黃建榮  姚漢民  蔡富崇  柯俊利  柯啟生  柯啟利  姚勝中  姚德仁

粘志輝  周朝卿  姚銀漢  周晉烈  陳要志  柯朝生  蘇綉泉  曾麗華  曾秀枝

曾孋星  林繡襪  柯玉風  曾素麗  曾金春  曾秀雪  柯又分  曾素雲  王阿敏

周玉梅  周明珠  柯淑美  柯秀綠  曾阿選  曾鴛鴦  曾淑靜  王慧珍

曾文忠  曾鴻裕  蔡萬成  張專星  柯順昌  周百冬  周獻棠  曾益豊  柯水秋

林水性  薛來助  林進昇  曾永南  洪明堂  周漢鏡  黃文卿  周萬添  楊進宗

柯偶財  李室楨  柯棟淵  楊敬尊  林文俊  陳燕生  柯阿財  何阿協  姚銘發

姚德堯  黃奇連  周百茂  王春旺  董永郎  姚勇清  姚金桐  柯順福  周百能

曾錦德  周燦來  黃明基  曾慶窓  林文模  張永智  王進鎰  柯漢武  李丁來

謝水永  曾東慶  林和田  柯明折  陳錦文  柯英山  周浴澤  柯燕丹  周麗娟

曾月香  姚麗英  蔡瑛玲  王秀卿  周麗蓮  柯火真  蔡雪惠  柯麗娜  柯錦瓊

柯月嬌  林秀花  蘇金櫻  姚淑卿  李玉佰  姚玉梅  黃秀針  柯麗香  曾秀貞

柯淑貞  曾秀玉  周金也  王彩蓮  徐敏香  薛綉娥  張淑霞  姚錦花  柯玉珠

周有敏  柯彩芹  柯金美  周玉娘  曾麗霞  周瑞琴  柯雪梨  林華碧  姚阿淑

姚玉瓊  柯玉英  王美戀  周碧珠  姚秀梅  周寶珠  柯秀紡  周鳳美  曾秀碧

黃米鄰  柯玉麗  李犁雲  李淑藝  周美瑩  許金蓮  柯招治  柯惠美  王金英

周秀專  柯秀粧  柯麗珠  柯素臻  柯美玉  柯寶春  洪錦美  柯參葉  林貴英

曾美華  曾美香  曾素媚  曾阿美  謝阿撰  周春梅  周梅英  周凰嬌  周綉品

黃月桂  張碧蓮  陳秀芍  周月梅  周素卿  陳麗珠  柯秀娥  黃秀卿  何阿蘭

柯月碧  柯鈴鳳  蘇春呯  柯秀蕊  張秋滿  陳淑貞  顏美暖  劉麗玉  薛玉綉

林秀娟  洪麗英  周玉琴  周惠真  周不碟  洪美芬  洪綉美  李玉女  柯錦菊

柯雪珠  姚金雲  陳雪卿  柯寶蓮  林桂㛨 柯科  周總  李于  姚粉  周民

柯火

第廿三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七年畢業)    

甲班

周守禮  周益敏  蔡萬得  劉繼烈  王文添  柯順天  薛志清  周錦榮  陳瑞鑫

曾慶棠  曾文廷  周鋒津  張金元  黃呈聰  曾春芳  姚添田  薛英輝  姚錫銘

柯耀銘  張椿旺  洪錫榮  林俊池  周金亨  曾彬堯  柯坤堯  施振祥  周永木

姚榮耀  姚順平  柯森林  柯鶴鳴  周龍燈  曾永潭  曾國惠  曾國洋  黃尊謀

何宗益  周李子  柯麗珠  葉寶玉  張敏琦  曾綉燕  周麗娥  洪淑暖  劉瓊梅

陳春岑  周真圓  曾淑美  張色華  賴麗珠

乙班

柯錫銘  周百得  周錫繁  楊梓堯  周隆御  張灰燈  曾文溪  姚銘宜  黃隆傳

陳溉源  柯銘燦  柯廣欣  林獻堂  楊振岳  柯天資  柯國楨  周錦洲  柯文鐘

林治民  蕭錫坤  柯勝發  柯勝煌  施振宗  薛水永  柯萬傳  柯榮進  蘇德村

黃椿木  姚秋永  曾春寶  林建志  柯其燐  柯清泉  柯秋槐  趙守鈺  黃明白

柯金燦  李佳展  柯尚仁  林阿雲  陳麗美  柯艷紅  陳寶川  柯麗嬌  洪美華

周秀嬌  周美蓮  周鈴珠

丙班

曾榮敏  曾金正  陳朝杉  姚深富  柯錦洲  柯氱松  柯賢傑  謝鴻志  柯榮賢

柯忠志  李敏雄  柯松螢  林萬鎮  柯賢長  林鴻能  楊文貴  王銘錫  吳寶生

陳煌銘  顏瑞明  柯獻桐  柯進傳  黃郁夫  楊福裕  曾金士  張耀聰  林金鐘

林協順  王勝隆  林數雲  黃碧雲  李水玉  周阿淑  李金鼠  姚月桂  張香玲

許燕珠  張蓁蓁  曾麗珍  蔡民媛  柯阿況  姚英桃  曾秀貞  曾桂煖

丁班

柯振溝  粘泰福  張仁義  周進興  李清河  周興長  柯溪章  洪順良  柯崑豐

蔡坤榮  柯銘溉  姚瑞銘  姚文諒  朱家穀  王清潘  柯焜對  柯村成  柯富森

柯慶南  李通益  陳彩年  洪麗珠  林瓊遙  周玉蘭  柯淑琴  柯碧珠  許綉琴

周素貞  周春色  曾阿寶  林素珠  柯網腰  周枝祝  粘綉華  周鳳英  周秀葉

林淑梅  洪阿甜  柯麗鄉  周阿聰  柯素秀  黃明子  柯月華  姚素卿  曾碧鳳

蘇綉琴  周寶月  侯寶桂  柯秋桂  周綉鳳  柯麗美  周素津

周火生  周啟源  柯建明  周慶裕  李騰其  薛崑耀  柯嘉財  陳日春  林棟樑

周國村  張恭湖  陳利益  周木貴  柯廣榮  柯金輝  柯森利  柯水龍  周富松

柯朝財  柯慶傳  林清塗  柯萬能  辛進福  柯賢隆  柯傳枝  姚春安  曾阿輝

姚尊隆  李晴源  薛萬寶  姚杏管  柯國明  王銀河  曾福來  林丁來  柯世春

姚志民  姚順富  林火山  曾文淦  柯木炎  柯阿忠  曾兼金  曾溪泉  柯德明

蘇獻森  柯尊江  洪永富  周棋楠  陳燦旭  姚典隆  蕭慶發  柯登圳  周杏義

楊國上  黃沙敦  廖萬華  姚杏賞  柯金標  柯金立  周隆財  柯永祥  柯淇水

姚栖榮  蘇明瑞  李文隆  林立國  薛阿南  洪進昇  蔡水富  林順得  周連堆

葉文筆  曾西祥  朱鴻文  曾晉華  林棕寶  周煌宜  洪讚明  柯聰堯  曾岳修

張永良  柯阿欽  姚典照  柯修禮  周百安  柯朝棟  姚瑞楠  柯順盛  柯良欽

賴溫澤  林金旺  柯崑山  林溪生  柯添富  徐金綢  陳彩華  林秀倉  周秀霞

曾麗娟  周黎春  柯阿釵  周秀珠  周美香  曾春蘭  蘇素美  曾淑琴  張阿珠

柯月絹  李阿養  周美華  洪秀蘭  柯春鳳  姚秀鉛  陳綉馨  鄭美雲  李桂女

蕭翠英  鄭麗梅  黃秀玲  柯錦朱  柯寶玉  盧秀娥  李綉媚  林秀英  曾綉梅

黃秀聰  薛淑女  柯碧芳  柯秀品  周丹枝  姚寶珠  柯素鈴  黃金雲  陳金鐶

陳素香  李綉欗  柯美麗  周月雲  蔡素貞  曾美女  林淑貞  周美金  李綉腰

曾月娥  柯淑貞  薛麗珠  周秀嫣  柯桂馨  陳水花  李淑霞  林松花  林翠綿

曾麗美  薛秀玉  柯淑媚  柯美華  姚秀也  周秀滿  周玉美  劉秀枝  洪玉珠

林明雲  黃玉霞  黃寶玉  許瑞菊  黃秀英  蔡春蘭  柯鶯梅  吳阿幼  柯綉姐

顏淑麗  柯淑華  柯和貴  姚翠慧  柯順美  盧錦珠  柯玉琴  高阿招  周燕娥

許阿麗  張佳敏  柯錦鑾  柯秋滿  周麗華  洪秀月  黃素梅  柯美磚  陳秀琴

柯素麗  柯梅燕  柯美鳳  蔡素鐘  陳阿況  黃綉梅  陳玉掌  柯秀蓮  姚桂春

柯文欽  柯清木  曾綉華  薛河湶  周捷  姚雪  周華  林耍  陳富  黃益  林井    

第廿二屆畢業生  (民國五十六年畢業)    

李寶得  周仲燃  李英明  曾瑱璋  蔡旭哲  洪明舜  鄭耀欽  柯添進  柯宗禮

柯炳勳  黃濟安  周榮宗  陳呈方  何駿卿  何金銘  曾明義  柯墩煌  柯雨錫

何榮政  林優生  柯純雄  何首文  李屬土  柯瑞發  陳清泉  曾毓民  柯進興

姚金罐  曾清敏  王振豐  黃麗燦  柯純仁  柯明謀  邱楷銘  柯春榮  陳仁祥

洪榮照  黃進財  柯添發  陳秀貴  陳秀環  周美惠  柯錦足  周垂菊  王綉軟

姚玉鳳  劉惠華  周英珠  李玉好  周宗評  曾克評  黃錦銅  林錦錫  姚呈南

林鑫源  黃俊銘  張世明  李清松  趙慶河  姚永安  柯日清  曾界彰  林勝基

周錦宗  林俊哲  李宗禮  王春仁  柯振華  曾錦亮  柯金鐘  柯平山  曾安村

楊嘉銘  林有頂  林有勢  曾錦椿  葉進闊  柯明潭  周業水  周安泉  周百鋕

周正財  柯德隆  林明德  曾永川  姚明圖  周金汪  周泉村  林耀興  柯東煌

林炳煌  曾火兜  黃綉紹  林綉釵  周佳慧  周淑芬  周春蓮  柯月華  姚秀香

柯香香  王玉鳳  王富美  鄭耀文  林茂岸  柯焜耀  林嵩墩  楊清霖  曾金福

曾文助  柯金德  柯炎西  柯賢錫  姚青木  楊加選  洪錫欽  柯慶宗  柯金朝

曾振楠  姚火城  張正杰  柯清露  黃世宗  洪斗龍  洪進卿  周明聰  王呈續

周情玉  柯萬華  陳清義  姚焜煜  李有忠  周明輝  林鎮欽  柯有龍  周仁照

林鍊來  周服利  柯再明  薛文家  柯金明  許京順  郭嘉烈  柯金勝  陳文成

王德明  莊輔仁  周龍潭  張寶桂  趙春梅  曾淑端  曾素蓮  曾綉美  曾惠明

洪寶蓮  曾秀美  柯綉滿  賴慧貞  曾翠鑾  黃素貞  蘇麗明  柯美華  柯水蓮

林筆生  林明山  劉子貴  謝錦宗  林永西  王振家  陳海益  蕭永良  柯清民

張文圳  柯泗發  柯錫煙  李協益  林國棟  呂展雄  周火旺  曾鴻銘  陳圳卿

周榮寬  柯晉江  謝文派  柯維茂  姚朝寬  周阿添  陳明山  蔡信義  周百懿

柯振益  柯鈕圭  柯春恭  葉玉煙  曾欽波  周銘堂  曾鴻輝  柯水仁  薛振金

周維厚  洪滿堂  黃啟超  周發財  蔡宗文  曾評聰  黃鴻池  陳漢草  姚水棕

陳明傳  薛全發  柯國華  柯萬勳  柯進財  張智成  柯柏伸  柯順仁  曾火明

周金旺  周添進  柯明昌  周富元  柯項棚  柯鴻榮  鄭瑞彬  黃傳興  周鈵欣

林世凱  林馨智  黃德章  姚久成  姚典發  王錦聰  蘇慶發  李火良  柯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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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重奎　周啟篡　姚聰吉　紀銘賢　柯進裕　黃蘅螽　陳榮華　黃金潭

陳春池　周宜瑞　周富旗　陳均能　周丁財　周鑫亮　王泉福　黃宗揚

周淇湖　姚全福　楚茂林　黃逢銘　周高賢　許鴻元　

乙班  黃瓊華老師

楊秀鳳  陳阿蕋  陳金換  姚月份  李美雲  林寶珠  王錦蔭  林姿妙  李桂粉

王秀菜  楊美華  林秀玉  黃阿滿  林玉瓊  張月雲  陳麗美  李春美  王秋月

李美英  李阿錦  姚秀華  林美花  李春媛  周慧子  周良英  林明珠  姚瓊香

周美珠  袁碧秋  周碧華  周美雲  周美華  周麗蓉  曾翠玲  許美女  林艷秋

林碧麗  曾彩真  洪馥津  曾麗華  陳詮  李滿

丙班  周進興老師

黃慶榮  姚慶洲  周明德  何木林  周棟卿  李連枝  陳金財  周建忠  李谷鐘

何榮力  王駿山  陳火明  周平發  柯健森  李伸中  王金發  柯崇明  柯明河

柯騰鎮  許文筆  林建興  李金璨  柯晉忠  柯材源  周奇德  周有義  柯洺池

楊文謙  周應吉  王銘慶  葉名峰  李文堂  周銘龍  林寶添  周瑞銘  黃清原

柯金龍  周東陽  姚炳興  柯中元  柯瓔娥  柯玉碧  柯念芳  柯麗華  柯玉杏

柯淑敏  李鈺鈴  姚麗娟  柯淑媛  何瑞煌  謝秋男  蔡元燦

丁班  林本煌老師

林俊仲  姚長興  曾瓊鏞  周百育  黃添惠  柯嘉南  周有宏  黃濟華  曾世明

曾明鴻  柯春煌  黃尊男  姚炎岸  曾瑞樑  姚宗仁  姚炎財  李德湘  姚進吉

劉國棟  黃俊傑  林子堯  洪祺雄  王俊仁  莊豐瑋  柯煥昭  柯敏雄  周騰隆

柯春安  李世棕  林鑫儀  曾明裕  柯桂騰  曾錕鉚  柯明原  周武德  曾麗珠

洪慧玲  曾美鑾  王紅菊  施雪月  曾英玲  黃秀霜  柯玉銀  王貴美  鄭淑芬

林美櫻  柯美絹  柯慧敏

戊班  柯阿享老師

周宜美  周玉秋  林彩雲  周碧凰  陳惠貞  林秀蓮  林麗娥  周小倉  陳麗芬

周秀鳳  張美貴  周春蘭  黃玲娟  林麗芳  周淑真  姚秀珍  蕭彩蓮  林秀卿

周麗紅  周淑美  周春美  陳彩完  高美華  洪彩霞  柯淑貞  洪玉珍  蔡瑞珍

趙幸美  柯秀坤  蔡雪桂  姚玉品  柯阿品  何錦桃  黃豐姿  黃淑英  柯美鈴

周翠戀  姚月英  廖阿玉  姚綉崎  柯綉碧  黃愛惠  周美華  周瑞貞  周禁

洪蒼

第廿九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三年畢業)    

甲班  張秀敏老師

林麗雲  李桂美  高秀理  周彩真  林麗菊  謝月嬌  林秀蕚  王秀蘭  周彩鳳

周麗枝  陳淑珠  周菙麗  周彩華  林松子  張碧玉  柯足女  林秀絹  李阿淑

周彩珠  洪雪華  陳麗卿  周鳳月  黃麗梅  周寶貴  周美容  周秀春  周美淑

周美香  柯淑珠  林秀南  柯碧華  黃秀桃  姚秀卿  柯美華  周展立  陳色珠

周惠美  曾振興  曾永隆  林春益  周竹星  周全福  林慶煌  林慶諒  周建德

周錫注  周新展  柯世忠  周百盛  鄭木傳  周秉東  黃忠尉  施文漢  柯尊興

柯良正  姚德彬

乙班  溫翠娥老師

王福利  楊國勇  周掌寬  林世鐘  賴秀霖  林金洲  李登富  廖金城  王煌文

姚春風  楊嘉郎  張雨田  柯柔臨  姚長春  姚椅彬  周鴻謀  王永福  曾傳財

薛國清  姚德明  柯丁文  楊秀華  柯金娥  姚艷月  林月娥  陳芬蘭  陳玉英

陳秀寶  柯淑敏  黃煙琴  王鳳朱  王米雪  陳罔市  李瓊花  陳美雪  陳秀霞

林勤珠  許玉子  陳阿(艹)勻  陳金連  周春儒  謝美娥  柯明麗  林素菁

姚綉連  林貴子  吳愛玉  李掌  柯苹

曾禹旖  柯金德  林國生  柯政州  周輝發  周文瑞  黃火成  周錦章  李錫寬

周鑫羨  陳慶隆  周敦庸  曾麗蒼  黃寶慧  劉青芬  柯翠華  柯鳳櫻  曾蘭

柯淑惠  陳秀美  柯銀花  王文足  姚焄蘭  邱淑猷  曾彩微  柯瓊慧  姚淑珍

柯素緣  柯富美  李姿慧  洪碧芳  柯麗卿  姚淑惠  林昭宏  黃炳輝  曾敏

乙班  林柱老師

林文玉  陳煌榮  李萬春  陳清榮  姚聰明  陳鴻飛  陳永利  林世章  林春標

李進椿  林典輝  林清泉  林進步  姚明燄  李友珍  陳春成  李坤滿  姚木輙

李宗雄  陳樹木  洪振議  蔡瑞家  柯誌昌  柯順德  林子展  柯炳輝  施凱元

賴永城  周金信  柯寶隆  周源澤  鄭俊雄  蔡呈欣  曾蓮福  黃尊守  周慶昌

王漢煌  柯江山  洪拱銘  陳呈嘉  王茂林  周世隆  周滿瀛  周百玉  周尊民

柯純義  周百發  周享政  林奇煌  柯清模  柯隆興  何嘉修  柯文昌  洪火爐

曾永同  柯奇聰  周正德  謝建行  姚秋里  柯惠美  柯香華  陳木柱  姚明輝

陳鵠

丙班

李文富  柯榮林  周百郎  黃永欽  蘇春福  李明宗  周慶昇  黃奇興  黃慶裕

周百柳  周百珍  周金泉  周吉慶  周昭明  陳錦乾  周美郎  周建勳  高阿慶

周旭彬  周銘傑  周明標  周錫棔  周克池  宋身台  施武雄  姚德水  柯朝恭

林宏文  姚德村  張美華  林秀春  柯素香  謝阿丹  曾麗梅  周垂虹  周碧珠

葉英美  周麗香  林阿葉  周瑞麗  高阿蓮  洪雪玉  蕭淑子  周淑真  周玉雪

周麗華  謝阿玲  曾採花  周美枝  周貴圓  周麗英  黃素美  周鳳英  周麗花

周美英  姚聰美  蘇香

丁班

洪美汝  黃桂鶯  李秀滿  曾碧桃  洪淑華  李綉雲  蔡玉枝  陳閔徐  姚瓊華

姚翠霞  林秀容  林梅花  林綉貞  林素娥  楊阿香  姚錦良  張寶猜  林麗雲

林淑惠  柯月麗  李明珍  張參梅  楊月雙  周秀玲  周淑英  黃麗雪  周麗圓

黃綉鳳  謝素華  莊錦紗  洪玉蘭  薛翠紅  柯月英  陳玉美  柯碧麗  柯儎位

柯梅玉  陳彩蓮  柯美瑛  姚淑鵬  姚豔綢  粘翠敏  柯鴛鴦  周碧貞  姚美娥

黃粹玲  許淑珍  王慧玉  柯影琴  林美麗

戊班

周進忠  柯登財  姚文雄  柯輙丁  柯明憲  柯泉源  柯賢欽  林榮標  柯財德

姚杏郎  柯榮總  柯進財  柯政西  柯松慶  柯朝梁  王清文  柯明孺  柯朝堂

柯文良  柯宗仁  蕭建成  吳在慶  柯應得  柯文祥  柯文貴  柯木川  柯文慶

周富隆  柯水木  柯裕晴  柯正達  柯守豐  柯秀粉  柯阿勉  柯梨欽  柯秀儘

周淑梅  柯月琴  柯玉喚  柯淑華  王美娥  閔麗美  柯燕珠  柯秀玲  陳燕紅

柯秀束  柯春美  柯妙英  柯秀釵  柯春梅  柯淑霞  柯秀雀  柯壁連  柯淑仁

柯賢妓  柯金滿  姚素嬌  柯月芳

己班

姚仁議  蘇永堂  柯修仁  柯金亮  姚東益  何萬程  柯振杯  蘇春萬  柯燈炎

姚嘉派  柯榮宗  姚宗林  柯坤田  周文進  蘇文良  柯燦旭  林賢沛  柯其昌

姚滿協  柯政憲  何平順  柯麗英  姚玉蘭  姚美月  王麗玉  姚翠華  柯阿靟

柯阿秀  蘇燕雪  曾麗鳳  柯阿敏  何梅蘭  柯阿治  柯麗美  林明瑞  柯瓊珍

辛美惠  柯秀麗  柯彩美  周貞吟  柯淑珍  柯麗逢  林阿桂  林美人  柯阿香

郭玉杏  柯麗梅  柯素玲  柯素卿  姚春美

第廿八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二年畢業)    

甲班黃鴻業老師

謝宗閔　陳水陣　楊英註　周泉河　楊大源　周正容　蔡復榮　周焜燐

柯瑞澈　周百南　周傳富　周永生　楊佰生　張榮雄　姚阿井　林棟財

姚錫銓　李坤源　姚阿利　李程勳　姚朝來　周順益　李春福　柯金城

周水淋　周慶河　曾文輝　周貴得　曾志楨　柯榮對　柯慶章　曾建忠

壬班

姚春南  柯尊點  柯中龍  蔡錫池  高景崑  周富雄  周建耀  柯復元  楊世鐘

方火旺  柯添仁  周衛群  柯尊尤  謝世明  李坤山  宋國禎  周得富  周百西

洪錫昌  周篡輝  曾勝忠  姚綉絹  柯秀琴  柯素映  柯月瓊  林麗花  柯秀女

周美妙  柯秀雪  柯珠雀  林秀麗  劉麗玲  黃綉連  黃美麗  柯英珠  柯鳳蘭

柯阿分  黃麗華  柯梅香  李秋香  周阿秀  劉瑞堂

第廿六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年畢業)    

盧來傳  柯江波  柯俊賢  閔占洋  柯清富  柯秀燔  朱家樂  柯瑞源  黃金樹

柯逸民  周志益  柯朝權  柯煥庭  柯銀全  張錫勳  柯勤典  柯墩雄  柯盛峰

柯一平  周進行  柯焜燿  周燕玉  柯麗美  何月琴  薛金花  柯良美  柯富美

柯阿梅  林鎰鋒  姚麗碧  柯玉珠  柯月春  柯麗霞  柯麗聲  蘇鳳珠  柯麗美

柯色鳳  林月金  柯素珍  柯麗淑  李玉桂  王貴子  柯麗娜  柯月霞  柯素蘭

柯春美  董素琴  姚淑貞  何孟洲  柯普來  柯清田  柯桂田  柯榮昌  柯政東

柯基源  柯文旺  柯賢龍  柯正榮  柯水明  柯銘郎  柯榮文  柯志勳  洪振興

柯添守  柯鴻周  柯金獅  柯全成  姚金郎  王進福  柯憲明  柯宏明  姚杏綿

柯賢治  柯欽興  林麗雲  林金綢  高桂英  周凌鈺  周椿蘭  周梅芳  曾秀玉

陳彩勉  周鳳娥  洪淑貞  周平玉  周寶琴  姚香愛  周知愛  黃珠玉  陳淑華

陳秀壁  周秀玉  周麗玉  黃月華  趙彩雲  周秀美  周菊華  黃柑華  李素香

楊淑容  周素月  陳春玉  盧水成  柯槍河  姚仁貴  柯昆河  柯秋敏  周柏生

黃國財  何國章  柯文星  何清淮  姚添富  姚瑞豊  柯武雄  陳金錫  柯江北

姚金星  柯錦鵬  柯明鑫  蘇麒棍  柯政智  姚寶鈴  蕭威男  蕭見來  陳呈忠

周阿炎  王錦振  周景胡  周禮煌  林祺富  周志昭  林福星  柯炎輝  林文祥

周國傳  周朝民  侯火炎  王德燦  曾宜茂  洪錦柱  周志鴻  林進明  周富川

周錫照  柯鴻鵬  周揚正  陳進華  許村田  張概吉  宋國論  洪秀鴻  陳罔養

陳玉哖  姚阿甜  姚麗霞  林罔巿  黃碧蕊  王玉梅  黃阿月  陳麗華  林金葉

李玉玲  王秀敏  姚芝英  李淑貞  林妙華  姚美英  楊月霞  李麗貞  王綉梨

陳淑珍  黃阿淑  陳麗華  柯金萬  蘇富樂  賴溫宗  柯泉福  柯串明  林慶輝

洪華首  洪永義  黃國政  曾明賢  林炎輝  張昭品  周淑瑾  周淑梅  周黎招

周桂美  柯碧美  姚秀霞  姚錦英  姚玉美  王麗梅  洪敏芳  黃俊偉  林鑫呈

陳添戫  柯金發  陳世修  柯瑞岩  曾伯元  柯榮華  姚潢政  柯順芳  柯泰山

王信雄  柯啟岳  柯阿燃  曾文成  曾文德  林哲亨  柯昆炎  郭東成  姚忠仁

周滿淮  黃尊珍  石慶川  林浚煦  曾明德  周衛文  陳有秋  曾煥修  李銘勳

曾慶忠  林錫麟  柯麗英  蔡雪桃  莊美惠  王秀陸  姚麗呅  洪碧璘  劉淑文

柯淑景  周淑真  林桂櫻  周淑女  甘麗玉  姚水季  王淑珍  柯武君  周秀春

柯蕙玲  廖木柱  李梓椿  黃賢傳  林國原  周秉誠  周寶田  謝宗卿  姚木金

李鴻洲  周晉寬  陳呈聰  姚宗雅  陳明材  林振輝  陳登波  姚尊嚴  李松洲

李重樂  蘇安樂  林金水  陳萬成  賴秀澤  李錫通  柯三龍  蘇景標  姚金波

陳建銅  柯福來  柯慶勇  周錦潭  周貴華  黃春桂  柯玲蘭  柯曇紹  黃淑微

柯彩風  周秀夜  柯鳳英  柯招弟  楊秀媄  陳鳳珠  柯秀英  柯梅賞  柯玉鳳

蕭春美  周錦滿  柯明月  柯阿網  黃美華  陳玉蘭  吳鳳英  姚秀春  林麗鄉

周妙欣  陳愛玫  柯珠美  柯錦綢  黃金燕  陳美玉  陳明月  李美芳  林美玉

李阿密  莊淑珠  蘇綉鳳  柯秀美  柯鳳珠  柯月珠  柯鳳娥  柯秀雪  李秋香

柯順琴  柯好  周沈  林梅  陳說  顏對  柯典

第廿七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一年畢業)    

甲班  曾阿柱老師

柯嘉雄  姚春郎  蔡仲順  王進生  洪良財  柯勝振  柯重佑  謝東炎  姚錦泉

黃文傑  柯銀賢  張育禎  林冠伯  林冠亨  黃俊敏  周錫欽  黃國展  柯武明

周明哲  蔡志郎  柯順清  柯添鑽  柯讚生  李有信  周政仲  顏瑛哲  黃明輝

乙班

柯江河  李進財  楊聰明  柯進興  周文鶱  張椿錫  姚明村  李木金  林祺順

曾文生  周永生  李武郎  周阿賢  陳俊吉  林煥力  周萬得  陳霖堯  王祺源

周慶祥  陳福春  周錦泓  林錫志  周禮德  周專富  周東敏  周金水  姚有信

周鋒如  陳金蘭  柯月清  薛淑月  洪麗美  薛麗珠  周碧玉  柯秀娥  周碧娥

李味津  黃秀蘭  柯金聰  柯美雲  林秀娥  周麗卿  周瑛勳  周秀美  周桂峰

周秀蕊  林鑫梅  周銘秀  林金釵  周鳳玉  柯月娥  周彩芳  林淑女  洪切

丙班

曾俊傑  周天寶  徐金模  曾文國  葉進勸  曾文星  洪堯湶  林志源  柯美全

周平炎  李金興  曾文容  姚政良  林文讚  黃添桂  王茂松  林協興  周榮忠

薛木水  柯建發  柯清澎  黃碕水  柯振昌  柯秀鳳  周美足  黃寶蓮  曾淑緩

曾秋滿  柯秀禎  柯淑珍  鄭淑池  曾阿對  王文伶  洪小雲  周春霞  柯玉善

蔡阿女  曾千花  曾麗卿  姚美貴  陳美月  林阿秀  陳滿足  姚月美  洪淑絹

簡秀韻  張玉選  柯淑貞  姚秀雲  陳織莉  何錦花  施明珠  薛金塗  蕭隆

張馨  林圓

丁班

莊鎮水  陳永萬  陳宏忠  周嘉良  柯樵榕  王溪潭  周振宏  姚錦祥  林清淵

葉天福  黃俊傑  李煌村  蔡仲陽  柯錦印  曾協助  姚德順  黃煙林  姚阿城

柯銀鎰  柯深博  柯國欽  姚進發  柯誌德  曾英原  曾英財  邱證榮  張世昌

柯嘉祥  王健東  劉錫謀  柯雲飄  李龍井  趙維平  林信成  劉陽江  曾春誌

李基莊  林戊己  李秋影  李登利  李登來  林秀慧  柯月紅  林良蕊  曾雪萍

賴麗玉  柯巧雲  柯美華  施雪卿  蔡世卿  施美鳳  洪進立  曾志方

戊班

林錫雲  姚月英  周素絹  姚橋美  何瑞祝  蔡翠華  林淑慧  張秋觀  柯綉麗

陳春票  薛麗娟  柯錦蓮  柯淑珍  周美芳  蘇春美  林秀霞  林玉猜  陳碧霞

姚玉蜂  周玉雪  王秀針  蔡素華  李阿員  林寶珠  周麗華  周麗裁  姚寶桂

李優利  姚玉華  柯淑嬉  洪來花  李淑娟  洪儉英  林美女  柯秀滿  張瑞玉

許粹玉  周美華  陳阿秀  林錦繡  洪雪娥  周色珍  周月葉  周月雲  李麗華

李秀鳳  姚華容  周冠英  賴慧娟  張淑梅  薛秀櫻  周麵

己班

洪丁順  黃啟芬  曾俊吉  曾其明  柯樹發  曾卿祿  蘇信吉  姚建發  曾能修

黃添丁  柯敏雄  曾香枝  柯慶原  曾永寬  陳文堂  陳金璋  張灰耿  張灰焜

曾英專  張河川  曾文良  陳燦輝  陳何白  王文德  李有欽  李文賢  柯丁財

姚忠良  洪誠隆  林金寬  林永南  曾饀堂  李連忠  曾世玉  曾水生  姚杏錳

周玉世  曾日輝  許芳榮  薛榮堂  柯宏政  辛榮記  陳明宿  黃進興  黃書騰

陳振輝  曾水源  曾西川  曾鵬專

庚班

柯安評  王進財  蔡麒麟  柯永發  柯政議  柯財源  姚志明  蔡重吉  蘇深祥

柯瑞宗  洪金章  柯呈興  柯智節  柯松林  姚泰楠  姚嘉添  董永明  陳清潭

柯賢隆  柯發輝  李屬奎  柯利信  姚明玉  鄭長久  林木春  何添發  蘇世明

柯德玉  李樹松  姚木松  何傳達  洪世郎  劉本煌  何永耀  林進共  姚丁山

柯昆水  李萬生  何國明  李登極  李萬成  林本旺  陳彰明  柯世民  林金水

姚久春  柯金順  楊肇嘉  柯金水  葉水明  柯明發  姚有

辛班

林月雲  陳阿秧  楊秀華  柯阿閃  柯素蘭  蘇秋菊  柯月味  柯淑清  蘇美華

周曆珠  黃綉英  林美菊  柯錦綉  林聰美  周月秋  何玉嬉  柯鳳英  周麗雲

李阿實  王綉玲  賴素娥  柯美燕  柯美芳  周麗珍  周秀環  林綉鑾  蘇雪紹

蘇美子  何秋穗  姚鳳珠  周棋珍  柯鳳嬌  何淑貞  柯金緞  謝阿郁  柯春美

林淑珍  許燕珍  陳玉娘  李寶免  林淑麗  林秀冷  辛素玉  柯玉美  周玉枝

柯阿軟  柯麗春  何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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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  李邦彥老師

楚茂蓮  林明鳳  謝文卿  姚淑桃  周素芬  鄒妙芳  黃玉麗  黃智瑛  黃麗春

洪鳳嬌  周淑芬  蔡素珍  黃淑月  周淑淨  陳富麵  姚清梅  林玉惠  黃麗美

周富金  周錦泉  周正照  陳文標  陳柏欽  陳呈龍  林志雄  柯利益  張聖蒂

周福強  柯政男  林俊雄  林錦地  黃錫裕  黃俊呈  曾一修  姚昆杉  陳春堂

周明源  邱昌潭  黃順風  周金星  周文祥  周高民  林敏郎  姚勝郎  王德星

丙班  張秀雲老師

周信忠  王宏達  柯錫雄  劉志誠  柯金宏  李振宇  陳經文  姚德林  李金明

鄭哲彰  林癸津  李有哲  姚仁生  周慶豐  周正義  李長旭  姚程祥  周泰安

柯文雄  姚水松  李清水  李有能  柯其宗  曾錦華  陳正華  楊國鉗  姚春森

柯宏志  柯玉芳  李秀鳳  周月絹  曾麗芳  王麗琇  洪素梅  林慧卿  周淑娟

陳柳照  陳淑花  曾惠萍  柯素禎  柯秀玉  林秋菊  曾淑芬  謝富美  姚美華

姚素貞  柯喜華  林雅敏  林美真  黃素鳳

丁班  黃明源老師

姚杉興  周順得  周文仁  周武城  柯江泉  蔡其永  張瀗宗  周鎮雄  林杰作

黃志銘  姚椅騰  曾貴森  吳旻紘  黃偉能  周錦隆  陳國楨  楊武城  陳嘉興

王永泰  姚金守  陳進丁  劉萬頓  王祿寶  何清煌  陳金和  黃煙秀  周小玉

李麗姿  許文珠  李美凌  李阿蘭  李麗秋  陳美玉  周麗碧  李秀華  姚秀桃

周富珍  柯淑慧  王秋美  楊春足  黃綉花  周麗淑  黃美玉  林桂真  柯文娟

第卅五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九年畢業)    

甲班  余國明老師

柯勝雄  林勝雄  張明申  姚文生  姚木松  洪慶義  姚昭年  陳泗郎  鄭志男

柯玉川  林敏雄  林進源  陳德傳  鄭士保  周春泰  黃國銓  柯添順  林明岡

吳富淋  姚水林  周文欽  曾俊發  林忠義  林香蘭  周美惠  周麗卿  黃春菊

洪秋燕  周美珠  李桂蘭  柯黎月  周美足  柯玫吟  郭合笑  陳阿妹  周麗蘭

陳碧珠  李淑惠  雲美惠  楊金鸞  周淑鑾  黃馨慧  洪粹蓮  周如秋  王瑄琪

姚秋萍  柯美珠  許蘭瑛

乙班  張真一老師

張慧昌  柯燉典  黃福明  周清源  柯以頌  蔡青峰  黃共詠  周順生  陳永和

柯呈雄  曾明崇  顏宗榮  周鎮成  曾秉政  林巡旭  黃朝琴  李一鋒  陳克璋

許乙義  柯嘉昇  蘇安元  黃敦煌  張明華  楊武宗  曾明燦  周百龍  陳阿庫

柯素月  鄭碧月  黃麗霞  周麗菊  王惠鶯  柯秀寬  曾隨櫻  姚麗雲  洪素蘭

柯秀娜  周雪芳  陳淑華  周桂美  周春美  周淑惠  蔡瓊慧  王淑娟  李阿娟

周暖惠  柯惠玲  陳麗珠  許千雅

丙班  林柱老師

郭癸亨  陳進寬  楊育誠  柯富閔  趙國志  李嘉卿  何定國  周和儀  周文雄

周順源  周傳智  周文家  張家益  黃順尉  周鴻昌  林明義  李春明  林有吉

陳書烈  陳榮泉  陳水香  周孟嬌  姚淑卿  柯雪娥  柯小娟  柯秀汝  姚美芬

許敏祝  謝足芳  林淑惠  姚橘樑  黃秋燕  謝淑宜  周月香  周燕嬌  周鳳敏

周麗玟  曾碧慧  李麗雙  林淑玲  周美嬌  周麗蓉  周淑惠  李阿甘  姚幼暖

姚瑪利  周麗寶  許美觀

丁班  黃瓊鳳老師

曾尹甫  周盛富  周書田  林武雄  林金城  周仲建  周炎田  林泰生  林文洲

柯奇興  周俊嘉  陳世昌  賴秀憲  柯昭吉  姚承佐  洪丁豆  莊政樺  賴幸光

姚敬驥  柯奇德  周江賜  郭志忠  周旭遠  蔡木啟  黃丁財  周雪玉  李麗香

姚玉善  黃素娥  許美玲  楊月嬌  林月琴  姚瓊萍  周春錦  林雪汝  林慧華

陳雅貞  林藝蘋  葉梅英  李阿碧  柯蘊真  周淑桂  楊錦繡  柯二綉  柯靜宜

蔡美玲  柯志隆  劉盈蘭  黃河榮

黃彩薇  周曆霞  楊月玲  姚秀完  柯美慧  周玉玲  周麗梅  姚美美  周翠珠

李玉薇  柯珠美  蔡貴鳳  陳樹花  王秀青  姚麗茹  謝碧蓮  李阿芳

丁班  黃瓊華老師

許存伯  黃連源  柯德松  李金村  陳朝河  姚燕昌  周振源  周忠德  柯忠儀

張春枝  洪俊明  黃敦裕  柯志勳  周富海  李阿隆  林勝南  姚國仁  姚嘉桂

黃俊益  柯廷炎  柯全福  陳文福  周淑玉  柯素玲  黃春桃  周富美  黃金蓮

姚麗香  柯秀敏  林麗珍  李綉美  蔡素真  黃淑紹  柯夙珍  李美玉  黃淑惠

姚春美  黃惠暖  周香蘭  周玲文  周麗月  許美蓮  陳鴛鴦  郭雪芳  謝文珠

姚素鑾  柯淑燕  洪榮興  林宏斌  楊岳通

第卅三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七年畢業)    

甲班  申錦貴老師

周悅治  鄭錦珠  楊秋明  林添富  周俊儀  姚杏陣  周富子  姚建賓  周錦貞

蘇明福  黃鴻裕  柯慶彪  周美玉  姚淑真  黃惠莉  姚阿情  張玉明  周美津

曾麗雲  姚銀川  陳鴻州  張勝雄  謝彩蓮  林松平  周宗駿  姚慶榮  周炳福

莊貴梅  周碧照  柯金福  粘惠真  許文吉  柯麗楓  柯秋麗  陳旭賢  林素花

柯俊郎  王尊冬  周竹旺  周錦義  柯百容  李申富  楊明琴  曾彩娟  張湘萊

黃河銓  林香

乙班  李邦彥老師

賴幸宜  柯文雀  李美惠  楊小鈴  黃美玉  姚艷芬  許彬純  柯秀足  柯圭真

周玉粉  周綉雀  李阿巧  林秋娥  蔡佩娟  林桂菊  姚玉甘  周美蓉  姚秀芬

姚麗玉  周月霞  張宏梓  柯阿秀  林燕玉  蔡幸孜  柯錦連  周添富  姚錫金

陳春鐃  柯淇鐘  姚林榮  陳振學  林俊潭  林永全  陳進龍  柯欽耀  林文倉

周炎秋  姚敏琪  柯錫東  黃水來  李金遊  周駿雄  柯雨德  林曉伸  柯純仁

黃崇誠  林木雙  楊進興  周火明  陳福

丙班  張真一老師

李慶裕  洪阿輝  姚啟銘  周宜信  張富根  柯錫芳  周明樟  曾世輝  姚佐廷

洪珠旺  姚德模  曾瑞成  柯國輝  李松南  黃錫全  黨佩西  林財源  陳恭志

林東樹  周傳偉  李清圳  姚昶合  黃彩敏  林秋子  李麗美  柯舍芳  張子莉

周麗玟  林雪玉  林秀麗  柯昭杏  陳春英  周美娟  陳淑玲  周彩慧  楊淑玲

李淑玲  張淑卿  柯淑櫻  周明香  陳素雲  周寶蓮  郭雪華  姚秋宜  柯綠鄉

李炎

丁班  黃素雲老師

洪丁旺  李中西  葉財福  李水龍  曾經洲  周佳煌  陳國仁  周啟明  林炳宏

劉進發  陳月照  鄭志宏  柯清淼  周世斌  鄭俊生  李國華  周晉安  周偉欽

黃健材  柯呈忠  周學龍  楊文寬  洪堂樹  周月貞  陳秀蘭  周淑娜  李姿伶

林淑敏  姚美麗  許秋敏  黃媚雀  柯淑幸  柯美  周麗華  曾美玉  周文美

柯麗雀  陳秋珍  黃美圓  周淑英  黃惠玲  姚麗雪  林美芳  柯秀青  李阿蕊

周億盛  柯信義  柯好

第卅四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八年畢業)    

甲班  林阿柱老師

林添財  林德隆  周文中  王守成  洪慶泉  許順霖  黃吉村  曾明聰  柯敏章

姚忠義  陳建全  周鴻志  陳春中  黃瑞和  柯俊男  蔡木雄  李慶雄  蔡富安

姚啟聰  李金來  鄭富文  蘇明進  曾文正  周景龍  林石松  林樹生  姚淑慧

李秀蓮  陳秀聰  陳麗萍  林秀梅  周麗玲  李素貞  姚美姿  李月紅  林宜霏

楊秀文  林銀杏  許芳蘭  陳鳳玉  周淑瑋  柯貞如  柯雍釗  陳秀雲  周秋蘭

陳素琴  周瑞卿  陳麗香  曾寶燕  張玉慧  陳惠玲  蔡隆田  黃彩貞

第卅一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五年畢業)    

甲班  蕭登順老師

林麗華  李月娥  李秀鳳  王美珠  周玉蘭  李美珠  周遜燕  周麗香  王美珠

林寶春  周愛珠  周綉鳳  李玉珠  陳桂花  楊素蘭  陳寶猜  陳玉珍  周秀鬆

周明月  李麗美  周麗雪  周素瑛  楚茂泉  高美娥  周麗華  劉萬結  李麗珠

洪秀滿  林雅美  姚阿芬  李綉女  林玉砰  林秀英  周淑娟  周淑芬  姚麗華

林雪美  林勤娥  陳麗英  楊秀琴  周錦珠  陳麗娟  周素幸  姚涑花  李桂玉

李美蘭  李阿暖  蘇春滿  周寶珍  林美子  黃寶鳳  周絲

乙班  林柱老師

周清德  李文彬  周錦城  林桂森  周金義  曾文俊  林明川  周呈文  周燈鍊

蕭棟仁  周金河  周晉圭  謝秋立  周金義  曾秀梯  林淑娟  周翠蓮  曾麗芳

姚淑媛  柯秀琴  李姿諄  鄭麗媛  曾淑美  柯味香  曾淑玲  許楨凰  陳招芬

陳玲玲  曾寶右  柯月惠  柯阿綢  柯主愛  黃麗雀  柯淑瓊  林素足  洪美旭

許淨媛  周凌華  黃金滿  陳秋蘭  姚淑品  許碧格  黃煙珠  曾瓊鋂  柯麗芬

蘇美子  周美琴  周寶猜  黃綉足  周春蘭  曾麗玉  姚金興  曾見吉  陳俊傑

丙班  曾阿柱老師

柯明德  林能吉  黃郁閔  黃鎮發  蔡志隆  林鑫良  洪樵恒  黃國禎  粘建元

馮錫煌  姚錫錚  林榮儀  柯當柳  柯嘉興  黃俊仁  謝岳鵬  黨佩華  柯政輝

柯錫鍾  李青澤  姚水金  柯炳旭  柯寶佳  柯富誌  陳孟俊  李金鐘  蔡瑞評

柯嘉喜  楊季霏  張芳彰  柯金龍  洪銘俊  黃鴻卿  林沛洲  李耀全  林建松

姚松輝  李有政  曾烱方  曾煥燊  曾頌舜  洪勝和  黃良富  柯順仁  陳聰龍

柯維容  周美真  王滿足  周芳玉  周美蓮  曾燕萍  周鷹月  周淑娟  黃桂美

周玉明  林俊宏

丁班  尤細妹老師

陳新發  黃慶鐘  許鴻霖  姚水屈  林有川  張嘉獎  周贊廳  廖椿萬  林有山

林文筆  楊國財  李國棟  黃文慶  王東山  周佳隆  姚慶興  姚春來  陳阿諒

周鴻志  黃金泉  林俊江  曾振生  陳均池  陳明哲  林典宏  周俊雄  王全祿

周百能  姚青煌  薛國農  柯明輝  洪秋金  柯美華  林美蘭  姚素蘭  陳金發

第卅二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六年畢業)    

甲班  周進興老師

張麗華  張月霞  周玉蘭  林明珠  楊春美  柯淑鈴  陳淑嬌  姚美雲  姚秀香

周麗香  蔡敏惠  陳美麗  李秀鴻  姚淑蘭  林秀煖  陳淑蘭  張翠筠  曾素霞

林妙錦  周淑娟  姚麗娟  黃桂香  鄒吉雲  何錦枝  周惠珠  姚麗華  楊嘉炎

陳基良  柯武昌  蕭朝正  周顯堂  陳錫源  楊文助  林德鋒  莊財賓  李炳昌

姚國閔  姚政棟  賴秀錕  袁炳發  陳進興  施鎗閔  周俊銘  林國書  姚德南

柯遵義  周健銘  楊宗軒  周建東  周鴻琪  李松發  林東明

乙班  李邦彥老師

陳麗惠  林月華  柯麗華  李瓊來  曾淑寬  姚淑李  周玉華  謝雙鳳  林美玉

宋雲梅  陳玉虹  柯秀珠  鄭淑芬  張慧萍  周彩珠  姚美子  李淑珠  周夙慧

陳玉麗  林雪娥  吳惠照  周文玲  李秀緞  黃彩玲  李綉花  姚月娥  李淑品

黃國欽  周文秋  黃志能  陳顯卿  張瀗榮  周昭勇  陳錫銘  黃俊富  黃鎮嚴

姚德義  陳永春  柯尊中  張湘蓬  黃利福  曾明義  周焜榮  柯俊戎  周正祥

李焱煌  周福來  黃永寬  陳朝安  李金澤  黃俊嘉  周添祿  曾惠

丙班  姚細雄老師

李偉揚  林振昌  林一郎  陳信安  周東億  柯江明  柯尊海  陳進江  楊太施

蔡榮富  李添發  林進隆  柯尊仁  王水泉  林武松  陳錫祿  柯登錫  王昭明

周有仁  洪家進  蕭琦芳  洪金城  柯金宏  周錫裕  周正忠  陳鴻卿  蘇名登

洪秀滿  蘇阿秀  林淑芳  郭月娟  李梅香  黃素雲  李麗娟  林秀戀  陳美合

丙班  林柱老師

黃鎮賢  黃聰明  姚源財  黃俊昌  張鴻顯  林國勳  蔡瑞泰  姚成奎  張國榮

陳煌輝  柯以勒  姚火生  王錫強  林文賢  李有義  陳輝煌  周來傳  陳萬吉

李恭行  姚明華  李春金  陳文昌  張瀗益  黃程炯  謝世良  蕭朝東  周添萬

張彬梧  周炎生  周國順  周學淋  周天立  許龔瑩  張雍錫  黃慶文  王錫銘

周炳榮  曾志成  曾鎰裕  曾守億  謝晉誠  王樹炎  陳順誠  周淑娟  陳碧珠

林梅芳  林碧麗  柯月卿  柯秀錦  柯淑偵  王淑麗  柯月娥  周桂梅  陳碧玉

黃素花  陳敏玲  莊綉蓮  周翠鳳  趙阿秀  黃碧燕  王松賓

丁班  曾阿柱老師

黃俊嘉  曾煥民  姚潢宜  劉錫義  吳富源  曾煥釗  林明德  曾一洲  柯尊仁

林錫民  周金磊  周俊德  周添進  楊世崇  黃東文  周呈裕  周百福  周晉同

周崇棠  周炎煌  蕭錦炎  許村和  周富慶  周義郎  王登龍  姚錫卿  李昭慶

林戊陽  陳南宗  林俊利  蘇安居  李谷忠  林建洲  黃朝傳  林炳旭  陳永益

蘇副億  林良薰  莊麗琴  柯春美  許梅芳  黨佩珍  王珠鶯  柯淑芬  張瓊月

姚鈴華  姚淑燕  林美華  陳金鳳  陳麗容  李麗美  洪春錦  李姿範

第三十屆畢業生  (民國六十四年畢業)    

甲班  林本煌老師

周明宗  薛國傳  楊明清  陳明生  周明癸  陳呈國  李水晶  楊櫻鎮  姚謨郎

陳輝雄  柯尊評  周錫欽  林進生  蘇國龍  王有德  林德旺  高炎煌  蔡復成

謝建忠  周炤利  蕭梁國  曾建財  周慶輝  柯奇仁  周來成  姚長庚  陳建義

黃錫勳  林東聲  周慶郎  林塗城  林富生  周明和  林禮德  姚德旺  曾楹鑫

林順豐  林永豊  黃遵忠  張長和  陳阿星  紀銘仁  周淑芬  黃桂香  高瓊華

周寶惠  周淑敏  陳美麗  吳寶華  周美玲  黃阿喜  周月里  葉秀蘭  陳鳳娥

林秀花  黃榮  周萬

乙班  黃瓊華老師

李秀珠  楊麗香  黃寶蓮  李阿芬  姚美蘭  劉屬女  李綉鳳  林桂春  楊月媚

姚某丹  姚素梅  姚錦花  楊愛珠  李賜珍  林明華  林寶玉  許寶玉  李淑芬

李玉珍  王金鶴  王招治  李麗美  林美圓  陳麗紋  李素貞  楊繡滋  周素珠

姚秀蓮  李素珍  陳秀衫  楊梅住  姚雪嬌  姚香珠  周麗華  周麗葉  周秀甘

周美麗  姚麗霞  黃秀金  黃秀珍  蘇春芳  張美香  周雪娥  鄭明珠  周淑滿

周麗梅  周麗瑛  周月香  周瑪琍  周富美  郭月馨  周秀英  姚萌薰  黃昭凌

周麗貞  周淑娟  胡燕玉  周淑芳  洪足美  曾麗芬

丙班  周進興老師

陳朝慶  李金優  李萬頂  楊文錦  陳顯德  陳進昇  曾火進  李忠誌  周水清

林春潭  柯奇文  蘇副賓  李有福  林錦春  姚有福  曾淑紫  柯美蘭  陳招華

宋秋雲  洪錦秀  黃金雀  陳秋香  柯淑寶  柯玉娥  柯美華  曾鑠惠  周秋桂

李玉燕  柯麗雲  周桂蘭  曾彩環  柯麗芳  陳秀美  柯明珠  林秀華  黃翠鑾

姚素珠  許芳子  周月紅  何錦蘭  柯柚柑  周淑燕  周麗鳳  柯阿寶  王錫卿

楊靜杰  黃美惠  黃淑樺  曾鳳珠  曾雪梨  李日春  柯春雪  柯碧員  蔡金菊

林雪霞  林文子  林美惠  柯美香

丁班  林本煌老師

王進吉  蔡呈松  陳金發  黃和平  黃濟坤  黃國倫  洪家順  林國照  姚俊仲

周冠宏  黃重儒  曾慶田  黃清塗  周郁裕  周永祥  馮棟樑  柯相從  柯龍池

姚銀鈴  周順燈  洪敏添  曾錦根  黃金窻  洪進發  蔡國山  林俊仲  周國萬

姚長仁  黃鴻豊  周富山  許能嘉  柯江忠  張勝敦  楊定運  林萬財  姚良潭

周銘鍾  黃崇榮  姚宗祥  粘任志  蘇名台  周昭錦  林文修  姚建中  姚加添

周宜福  蕭江林  黃敦琦  黃勝雄  周世強  周烈堂  黃琮祺  曾鎰興  周火傳

許德坤  黃利吉

224 225

新
港

桃李芬芳



226

丁班  蘇進興老師

周久益  柯泳戌  柯添發  黃俊卿  姚俊沛  謝承倉  周文泰  周新峰  周俊良

吳三賢  周明德  周隆富  林昭良  陳蔚鵬  李錡專  李長泰  姚榮吉  林家明

林弘勝  周明瑛  粘綉梅  柯雪娥  陳淑惠  萬巧惠  薛惠芬  李慧嫻  姚佳秀

柯淑雯  姚昭鳳  姚淑泔  周淑玲  周慧玲  劉瓊珠  黃淑珍  陳玲玉  姚金花

鄭錚錚  黃信義  陳順煙  姚小惠  柯松芳  鄭正雄

第四十二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六年畢業)    

甲班  李邦彥老師

周曜鋒  邱進理  黃安源  曾文德  許寶樹  黃一旦  周益賓  蔡金龍  楊建堂

林義勝  周信志  林志賢  黃錦明  陳俊明  林孟倉  柯永建  王金山  林勇志

王達隆  雲美芳  曾惠資  周秀音  周雅惠  蘇鳳英  林雅慧  林秀蓮  陳靜怡

林曉君  陳王珊  周秀育  周家惠  姚美裕  何雅萍  黃秀萍  蔡佩芳  周明珠

周芳君  林秋美  柯淑津  周玫芬  柯孟利  陳昭萍  李美秀  黃永芳  洪郁嵐

王玫萍  周玉華  黃惠菁  姚惠婷

乙班  蕭登順老師

李忠南  林盛宏  許文益  林明輝  柯志培  張振彬  周文藝  曾庭輝  周松寬

周宜樹  姚志達  林燦謀  陳炳煌  潘彥銘  周恒毅  楊慶治  蔡樹德  曾煥全

李憲章  柯興謀  莊志豪  黃振富  周文欽  柯志宗  柯隆生  王志強  黃烽明

葉麗月  柯喬齡  林妙琪  姚美娟  黃玉華  陳宏玫  王淑汝  謝蕙雯  姚雅卿

周秀足  吳美蓮  曾淑華  姚秋密  周芳瑛  林幼莉  柯佳利  周淑卿  粘靖楓

孫惠蘭  田美芬  李麗華  黃瑞彬

丙班  吳進村老師

曾世璋  柯棟耀  鄭源裕  楊俊興  李永祥  粘倚源  姚振榮  李英豪  曾猛揚

林有山  林俊明  周添民  姚喻櫳  楊再朝  林漢標  林昆漢  柯騰揚  周文翎

姚朝茂  楊明憲  姚裕源  洪健倫  蔡金照  李承宗  薛華偉  黃至賢  周淑萍

李珍如  林小萍  陳麗秋  周以君  何淑涓  柯梅喻  陳惠美  薛晴尹  李珠珠

柯嘉惠  曾雪珠  李敏芳  鐘秀玉  陳華裕  柯佳琪  洪菁懌  王月萍  洪佳琪

周春燕  柯雅惠  周郁君

第四十三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七年畢業)    

甲班  吳文權老師

陳國峰  曾世炘  蕭惠吉  楚茂龍  曾猛詮  洪瑞聲  周淵贊  廖建皇  林盛傑

周坤宏  周銘泉  黃正育  林博彥  周鴻仁  周延奎  林南仲  林孟勳  李呈宗

姚嘉益  王機安  李成昆  曾明祥  林建伸  洪孟德  曾盈峰  陳秀珠  周淑瑜

謝雯芬  柯秀鳳  姚佩青  曾嘉媚  周慧芬  薛晴霜  洪明芬  蘇慧君  周淑惠

周雅雲  李玉峰  周玉鳳  王月琪  王秀蘭  陳慧齡  黃淑華  柯宜足  何浩宇

乙班  蘇進興老師

王志文  柯清明  林世宗  林和生  吳秋儒  張清志  黃天泉  林松毅  柯富生

呂政昇  周孟立  周信志  張振輝  周志明  林俊成  李坤能  王敏圳  林弘青

王大偉  楊奇嘷  李銘凱  洪志雄  姚政明  薛柄遙  柯美鈴  姚淑真  姚琪芳

周佳雯  柯佩岑  林美君  陳瑋琦  劉浚銘  姚雅惠  周芳英  黃雪昭  姚金惠

周雅敏  李秀珠  李麗瑛  林怡欣  柯美滿  洪惠敏  蔡秀娥  姚佳玲  鄭吉雄

柯政颯  姚雅惠

丙班  周樹法老師

張建忠  周源興  姚錦樹  柯坤志  薛文吉  林銘鋒  黃建溢  陳宣宏  蘇宗益

陳瑞琪  林俊明  黃勝沛  李志仁  林有龍  林漢奎  周天俊  周益鋒  周啟林

曾壬鴻  柯富森  葉永安  周其燈  黃文定  張金泉  王賢宗  林惠蘭  張秋霞

陳清梅  林珮青  李秀惠  王淑婷  陳麗美  周馥如  周淑珍  曾秀雯  曾惠玲

周秋芬  姚靜宜  林美金  姚佩雯  姚雅雯  黃秋子  姚倩如  王淑芬  陳美伶

楊芸倩  周淑卿

薛雲霞  陳淑惠  蔡佩芬  王雅慧  陳玉娟  周紫玉  劉貞伶  周燕伶  鄭月媚

李姿慧  林雅玲  陳芷湘  周麗娟  黃素珍  林昭容  周秀芳  姚美慧  柯長

周良

第四十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四年畢業)    

甲班  李邦彥老師

薛邦欣  蔡樹煌  周忠慶  姚世宏  陳憲志  周能傳  周建輝  陳建榮  張坤振

陳春志  楊育宗  姚信一  林俊利  周旭鵬  楊振寧  柯志燃  柯俊良  林俊佳

林家地  李國榮  周郁閔  姚俊欣  黃輝雄  林藝信  姚晉煙  林信宏  李正護

黃建華  陳建湖  柯佳富  姚美秋  周惠菁  洪雅惠  蔡佳芳  周淑惠  何美娟

楊麗玉  林淑美  林良姿  周玉芬  陳淑美  莊叔穎  洪瑩娟  黃惠美  李麗玉

柯美鈴  林美鴻  雲美玲  周美蓉  周芳蘭  曾禎雅

乙班  蕭登順老師

黃友信  周信雄  陳各賀  楊再銘  許森棓  林俊良  黃貴義  柯百憶  柯舒超

周東泰  姚勝雄  鄭尉章  粘建中  楊晉榮  姚文祥  邱璟田  趙至謙  許敏榔

姚村煌  陳英傑  曾清和  柯淑雅  曾梨娜  姚美惠  洪淑芬  周淑婉  柯美滿

林秀諍  陳淑芳  李吟玲  姚秀蓉  周美如  廖玲玲  粘裕微  姚素惠  吳淑蓮

蔡佩珊  姚淑燕  楊春華  黃淑冠  林美惠  周淑嬪  柯禎貞  姚麗萍  洪淑燕

曾美織  黃美娟  黃秀娟  柯旬芍  黃瀞緣  洪世忠

丙班  黃志龍老師

王鴻興  林昆民  陳冠欣  林建宗  鄭富源  周成賢  黃煙富  柯泰安  林敬傑

林益誼  姚智瓏  李健德  曾金順  李俊松  林孟輝  曾子芬  周俊嘉  林正義

黃立助  蔡樹發  吳郁佳  蘇旭煒  姚文彬  柯清鋒  周文達  周正章  陳錦順

柯志明  陳素鳳  黃惠雅  張燕娥  周秋圓  周秀亭  周彩綉  謝佳惠  林綉蓮

許婉潔  郭淑梅  姚淑卿  周憶珊  蔡青燕  姚秋暖  葉秀卿  曾女真  林雅惠

王月卿  林昭芳  李宜玲  柯蓮春  周雅芬  王秀華  黃淑華

第四十一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五年畢業)    

甲班  柯玉美老師

王耀松  陳憲宏  柯順源  柯志賢  姚忠政  姚文濱  洪世龍  賴俊利  曾銀仕

周政邦  蕭宗文  周正連  柯期福  林德隆  陳志強  陳志昌  黃誌龍  周銘斌

洪願期  林建宏  柯清邁  賴秀香  周照華  林雅玲  陳桂香  曾淑錚  黃怡菱

李彥慧  柯燕青  周佳慧  周明珠  周淑穗  周秋萍  周美惠  周瑜虹  周麗鶯

李秀蘭  姚美秀  陳玉琳  曾美香  王美如  林良珍  林良昭  柯淑娟  曾美虹

陳美雯  曾湘婷  曾梨英  薛淑菁

乙班  梁淑娟老師

姚仁寅  法金煌  姚政宏  柯子儀  薛旭宏  周燕德  周坤陽  周俊德  周燦銘

周政鐘  黃文展  周達偉  姚俊傑  陳凌峰  林坤堯  李銘錄  黃正雄  王瑞洲

林志龍  陳錦勝  柯呈佑  鄭惠文  莊秋月  姚麗秋  陳怡雯  姚美娟  周秀美

柯美如  洪瑩容  蔡鳳如  姚玉珍  劉玲燕  柯秀鈴  周寶玉  黃凱琳  林珠蘭

周秀如  周美君  李美惠  黃梨雯  姚志

丙班  周樹法老師

周棍彬  姚信全  姚志昌  陳金祿  姚志騰  柯尊勝  洪嘉鴻  周阿得  周一郎

周程達  林建安  曾郁銓  周志勇  陳俊民  李螢宗  李瑞彬  許釧鎔  林益智

李慶義  黃宗雄  楊振忠  蔡昭民  許順吉  洪守民  鄭春波  洪菁穗  姚梅珍

柯彩月  陳佳瑜  黃貴雪  周佳慧  柯佳利  周美月  楚茂芬  周誘琴  周育賞

王美華  柯秋慧  姚素容  周惠芬  李芬菁  蘇麗玲  洪佳莉

丁班  盧繼寶老師

曾焜輝  黃進益  鄭清雲  王寶郎  黃能堂  黃文珍  林志明  李文章  周嘉賢

林紀明  許居財  李文養  謝宗吉  姚成源  張加旻  周文旭  吳志峰  李水遷

姚灯隆  鄭吉紘  雲世昌  周億芳  姚榮俊  鄭明和  張慧隆  周昱鉻  周育泉

周文鵬  周坤賢  蘇義合  莊秋芬  李宜娟  蔡淑慧  趙慧真  林秀娟  葉麗琴

林淑真  黃微惠  蔡凌芳  曾燕枝  林秀錦  柯淑華  周玉英  周佩曄  王柳卿

周明麗  周佑彥

第卅八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二年畢業)    

甲班  黃志龍老師

曾漢性  周能堂  柯寶時  李岳峰  林有信  柯皓誌  周文斌  周良展  周明達

姚正忠  張天璟  陳春吾  李坤男  楊風建  陳厚清  周炎鋒  姚裕豐  趙至誠

周偉立  蔡賀全  林藝民  侯永松  柯嘉發  周敏中  周秀如  姚月娥  黃梅珍

周美慧  柯敏芳  周淑華  姚美菁  周淑晴  周瑛芳  楊惠美  柯雅惠  周秀芬

周秀香  曾綉恕  周慧英  林援川  曾美惠  蘇俊宏

乙班  李邦彥老師

林敬貴  黃錫斌  郭志誠  周文堯  周基評  黃一洲  林本源  周曜生  周俊卿

林志昌  王宏遠  周鴻達  林嘉鴻  李慶福  李春金  邱宮盛  林信耀  張義和

周志勉  周正然  柯佳澤  周郁中  陳惠珍  李美玉  李淑美  曾佩姈  黃文真

李桂蘭  蘇美惠  李雅慧  周英玉  楊秋華  雲美珍  粘雅芬  林淑芬  蔡雅如

陳美玉  陳幸薇  王麗雅  周淑凑  李秀卿  周淑鈴

丙班  蕭登順老師

陳柏嘉  王宏志  柯富元  黃貴龍  粘建平  蔡騰輝  柯勝裕  柯良圜  陳進忠

周俊吉  周銘煌  周朝江  周文吉  林俊男  陳明桐  曾志強  姚志宏  姚富川

周瑞峰  許順益  姚素芬  陳麗蓉  柯美雯  姚艷美  姚娟娟  柯文玉  陳秋燕

姚碧鳳  林麗英  周淑華  陳美惠  周玉香  曾碧偵  周淑芬  姚秋香  黃金意

陳淑惠  楊木蓮  姚靜宜  周綺芬  王美慧

丁班  林柱老師

李連木  林昭年  周武宏  許書華  周鴻廷  林志展  周武林  洪閔哲  黃伸榮

賴春佃  周永裕  姚加程  黃文泰  柯信吉  姚榮賓  李銘彰  姚竣雄  李森富

周景濤  周宜評  謝東興  陳水生  劉萬來  林添富  周文豐  洪勝和  姚淑華

周美足  黃淑滿  陳美妙  柯秀蓉  郭窈瑋  林牡丹  曾淑姿  李淑釵  曾淑英

黃阿圓  柯梅香  姚淑瀞  柯小惠  鄭碧玉  林正芬  陳素卿  陳美虹

第卅九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三年畢業)    

姚火炎  黃富洋  黃和協  陳智旺  黃勝傑  許銓錦  謝誌祐  姚順團  周松村

洪金火  黃憲政  林大發  吳郁宗  李文忠  周俊仁  蘇志鴻  周明興  林嘉儀

周志勇  姚志錕  柯富智  柯木華  周家文  黃萬得  柯振興  朱致平  柯銘祥

柯呈枋  陳志峰  周斌雄  洪秀珠  周淑敏  李月梅  趙靜宜  黃怡菁  陳秀月

林梅桂  王桂香  劉敏芬  葉秋月  黃梨珍  曾雪燕  姚幸君  陳淑茹  鄭錦錦

張惠芬  林春戀  柯呈龍  柯俊檠  許世奇  林俊男  陳志欽  柯宏佳  周俊忠

陳志尚  蕭宏山  柯忠旺  李志成  姚慶龍  曾瑞科  呂文吉  洪閔峰  曾明毅

柯元傑  王正吉  林明局  周欽土  柯仲南  吳志元  黃志清  曾建忠  洪加益

謝典穎  黃大久  蔡淑宜  姚麗珠  周麗容  曾燕秋  黃月玲  陳蔚珍  黃淑芳

柯玉釵  黃茜凌  柯淑瓊  姚秀玲  李淑錦  柯美妃  李阿梅  楊秋燕  姚秋琴

法金玉  周美娜  林欣怡  柯桂鄉  黃美惠  周秋伶  林靜怡  周女玉  翁綉華

林玉婷  姚靜美  周木財  李士豪  洪祥益  周成元  楊晉彰  柯益清  楊俊吉

陳有章  張聖和  林裕順  楊錫鋒  周志全  蔡孟嘉  黃順興  柯宣任  陳文虹

蘇副鴻  陳志忠  林家興  周嵩益  許順輝  陳哲寅  柯俊吉  李祥評  柯景中

林俊助  黃茂松  周達那  周文雄  姚麗枝  周月鈴  姚美花  姚淑滿  林芳香

第卅六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年畢業)    

甲班  周進興老師

蕭振芳  周俊誌  李慶璋  周儒宏  周富源  曾盛興  周文興  謝錦湧  黃煙郎

陳柏文  黃仲男  姚富文  黃儀傑  李錫  周財德  李松斌  柯創元  黃共棋

陳樹興  柯敏玲  陳金養  周玉麗  林靖宜  林彩雲  謝芳姬  李淑琴  柯玉玲

曾佳萍  柯夙娟  姚艷華  周孟冠  柯麗雪  姚昭美  林阿珠  黃麗祝  周靜絹

莊琼棼  林美玉  周淑梅  李龍鳳  周慧馨  柯淑玲  周美良  林暖萍  周岳

乙班  楊清順老師

姚炎志  陳春福  張焜程  張聖杰  李榮木  李錡鐘  黃錫卿  周文祥  邱富煌

曾煥修  周明樹  曾明祿  陳盈宏  陳平坤  曾百慶  周明汲  柯俊隆  曾宇良

李正和  柯登雲  柯逵耀  李仁益  吳旻哲  李美麗  李玉滿  李麗菊  楊雙權

柯文麗  黃梅端  陳怜朱  柯惠蓮  黃淑滿  黃惠美  李玉真  楊麗雲  洪淑惠

姚美玲  周美娟  陳秀珠  李璧鈺  張穆玲  陳慧恕  周景富

丙班  林柱老師

黃勝忠  林大根  柯登雄  姚玉財  林宏津  林敬智  柯金財  侯成寬  楊爵嘉

王水禾  曾廷輝  姚啟章  柯俊榮  林有郎  姚尊德  楊俊明  趙國樑  洪孟逸

陳茂松  周杉保  柯寶贊  周宜宏  李基榮  李坤榮  黃俊郎  李雲招  黃惠敏

柯惠娟  王宏嬌  柯菽惠  林明霞  陳金珠  林秀枝  蔡桂梅  陳惠美  周麗娜

許碧珠  洪雲萍  陳雅文  劉秀敏  柯幸君  黃麗絹  張淑雅

丁班  黃瓊鳳老師

周幸瑛  林秀香  周雪霞  周文英  林藝馨  鄭淑慧  郭杏綺  張燕鈴  姚淑梅

柯美旭  張玉滿  陳育涼  周美伶  姚惠娟  謝富月  陳麗菁  李阿網  姚惠娟

洪秀春  林淑娟  周俊男  姚昶華  周世祥  林建郎  陳俊利  林順富  林國民

陳志宏  林國忠  曾志雄  周俊男  林利達  周文義  周文清  周武中  姚東生

周書煌  薛國華  李春發  周文山  楊定泰  陳敏農  李申裕

第卅七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一年畢業)    

甲班  王國慶老師

黃敏政  周文雄  林政儒  柯呈錦  陳錫坤  張永和  姚程豐  王義華  曾朝義

陳蔚麃  周文進  柯健忠  洪景星  楊錫昌  黃士漢  黃冠鈞  姚銀其  謝榮華

黃忠照  柯良和  黃財福  柯明宏  許家彰  姚伯忠  王郁仁  翁世龍  曾碧雲

周淑滿  王若文  周寶美  周秋梅  周美雲  黃秀春  蘇美女  姚麗琴  周美莉

黃貴芳  李慧敏  姚麗英  周淑惠  周昭鳴  林幸媛  周美華  李玉芳  周雲萍

朱美玲  黃彩蘭  陳美凌  林淑媛

乙班  蘇進興老師

許順安  陳財源  周麗紅  蔡佩真  周泉清  林德勝  黃春明  洪玉忠  周淑芳

呂文柱  周旭昇  周慈慧  黃銀呈  柯梅雀  陳瑞芳  曾小玲  謝江林  鄭羲羲

陳各豐  姚華美  柯振凱  柯期民  柯梅珍  周富美  洪麗華  洪淑女  柯富祥

陳圳柏  李俊儒  周順發  柯秀妹  陳婷婉  周銘潭  姚淑惠  姚俊敏  柯瑛珠

許博超  朱麗妃  李永發  柯百鍊  黃美月  許梅治  李麗雪  張鴻棋  周淑梅

姚文禮  柯聰榮  鄭梅蘭  周明鋒  曾坤楨

丙班  楊清順老師

蔡明池  姚添文  姚呈村  林振德  柯呈祥  周成名  柯順利  陳西丁  柯文人

粘清標  林敏卿  柯明江  楊世鑫  林俊佑  柯昭印  曾金溪  柯志勳  黃敦揆

周長富  林義榮  王敦弘  林秋芬  王若萍  姚靜雯  黃孟聰  周淑雲  柯麗珠

周惠鈴  許美華  蘇麗華  周秀貞  柯淑月  粘玉鈴  洪麗津  柯淑珠  黃琪雯

楚茂華  李淑芬  林慧玲  柯惠珠  林美珍  許秋梅  林素容  林美香  周富雅

柯秀滿  姚昭珍  柯淑霜  張政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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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  吳文權老師

林慶文  胡漢宗  張啟揚  葉永成  柯誌偉  姚紹貿  陳松柏  李盛偉  陳志昌

蘇俊榮  李新偉  林俊亨  洪士恩  李聰敏  李健仲  柯志銘  陳佳偉  陳炫忠

黃新傑  姚中欽  姚中凱  周家源  王志豪  陳仲佑  姚億澤  王家威  王德銘

曾政雄  林平堯  柯閔詠  姚曉琪  王淑燕  劉季容  周小鈴  柯佩如  黃靜宜

周俐君  羅至君  陳雅貞  柯心怡  李姿儀  林婷雯  巫曉雯  陳美華  周玟慧

許華桂  蕭明芳  陳惠君  陳聖絹  陳佳宏  陳文俊  周敬祐

丙班  林木山老師

黃坤木  邱紹展  江憲政  王俊鑫  黃承哲  黃明先  周明宏  王永安  黃俊陵

黃順祺  郭哲宇  張金龍  周得祿  林偉郁  張晏彰  周人和  周百盛  姚宏欣

李豐旭  曾煥偉  王恒堂  黃士派  許智勇  黃梅芳  莊曉青  鄭淑櫻  曾慧貞

陳秋燕  黃秋萍  翁珮容  姚雅婷  林蕙琪  曾惠玲  鄭渼怡  薛晴文  姚慧茹

姚玉蕙  周秀怡  林淑珮  謝秀燕  張婷婷  洪婉如  陳惠芬  王淑敏  李敏慧

陳佳玲  劉雅芬  何玉雲  陳姿婷  柯佳馥

丁班  江宏光老師

林似諭  卓家慶  陳柄焜  林俊明  周政義  黃駿華  洪偉博  柯志樺  黃昌偉

洪茂馨  方仁漢  林進元  林志宏  洪振唐  林忠義  陳晁東  周昆課  曾重鈞

姚尚輝  葉國楨  洪清富  楊光展  林俊怡  楊光喜  曾世霖  洪志文  黃克全

黃宏民  何明僑  蔡孟芬  周鈺菁  周伃娟  黃惠君  陳瑩真  陳淑珠  曾嘉薇

陳曉蘭  陳秋如  柯雅齡  陳秋蓉  王美齡  曾棉鷲  林佳玲  蔡珠娥  黃雅婷

周伶瑾  林育伶  施怡真  林怡君  張雅惠  洪琇齡  張佳琪  洪惠雯  林亞嫺

戊班  林麗卿老師

陳勇材  黎英吉  周恩德  郭信羽  陳志強  周嘉彬  鄭一龍  張肇沂  郭修嘉

姚信華  柯重吉  周協全  陳偉銘  呂忠浩  柯介評  柯介堯  柯健利  林俊良

王力賢  陳國樑  周添貴  周佳惠  柯麗雲  洪月華  王莞年  紀雅君  林淑菁

姚怡君  周怡欣  黃琤惠  陳玲苑  詹淑貴  黃雅穗  李佳如  姚美玲  薛薏芳

黃怡如  姚紫茵  黃怡珍  周雅雪  周芳鈺  王淑足  王雅慧  李韻華  黃雅琴

柯佩怡  曾桃枝  李筱筠  蔡玉娟  姚淑琴  周素暖  黃秀雅

第四十九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三年畢業)    

甲班  洪菁黛老師

周明欣  周昇燁  林忠賢  姚順隆  黎建昌  黃國峰  陳永得  李宗唐  何汶峰

林義傑  洪偉智  柯智豪  林忠禧  柯仁勝  曾國銓  柯佳定  周仁淵  周忠億

黃新凱  邱麟傑  鍾仁昌  陳韋君  周信材  曾志宏  黃國翔  林子閔  柯鑌桂

姚雅如  黃淑華  黃淑敏  許芳萍  李凱婷  周婉真  曾伊伶  周家稜  王惠蓉

張素珠  李孟諭  鄭雅惠  林曉珍  周慧娟  王美月  李靜華  陳文瑛  葉宜珊

林曉琦  李淑蓉  柯雅茹  施翠玲  陳秋呈  林宜君  許志嘉

乙班  李邦彥老師

陳舒瀚  柯松伯  柯凱之  柯冠偵  周鼎鈞  周俊廷  陳晉能  陳威佑  姚州桓

黃建仁  蔡育泰  林哲宇  楊振傑  林信宏  曾韋溫  柯博凱  周宗錄  李勝記

陳弘昇  周思宏  周炤霖  洪槱潯  林平祺  李愛華  林詩婷  陳淑宜  陳逸帆

蘇莉婷  陳菀菱  周雯嫈  曾綉芬  黃玉芬  謝秀寧  黃敬媄  柯儀婷  洪淑楓

郭孟琳  蔣佩珊  李嘉榕  紀佳甄  姚琇媚  柯虹如  謝婉貞  周香蘭  林姵希

林慈惠  黃媚湘  柯沛杭  曾雅玲  洪婉玲  黃梅菊  廖雅婷  柯玉芳  劉兆程

丙班  柯鳳仙老師

柯宗雄  柯壹鵬  周秋再  張峻誠  柯建男  柯松男  黃琨雄  翁正龍  黃明輝

李建民  周韋志  林志男  周倍慶  林慶融  周智偉  曾重運  周義堂  黃琨哲

周家慶  姚玟伶  姚忻怡  姚黛伈  王玉蘭  柯吟沛  柯筱琪  姚美君  陳佳怡

柯驊玲  呂其姿  柯淑瑗  柯美妃  陳家琳  李宜樺  周美伶  黃葵月  尤錦雲

李慧娟  周慧如  周錦玉  張媄茹  周依璇  周玉芬  林曉蘭  葉淑娟  陳朝暉

姚申珮  趙珮君  周君慧  蔡佩玲  洪梓雲  陳姵方

戊班  湯耀文老師

廖委政  林志明  洪茂桑  姚永吉  李昇隆  曾國書  周宏銘  陳成和  洪志明

林志昌  黃玉郎  洪銘澤  陳世昌  林俊霖  李昆吉  姚世峰  李正忠  黃仁澤

張銘宗  黃純切  王麗琇  周意敏  黃雅芳  陳虹君  洪靜怡  王明月  黃麗英

周美珠  王淑子  林素珍  曾美燕  劉宣霈  黃惠禎  黃淑珍  周怡菁  周雅綺

洪梨容  周淑媛  花之敏  陳淑君  姚慧君  鄭雅菁  呂彥誼  陳雅玲  洪淑琴

黃雅惠  曾貴檣  林佳慧

第四十七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一年畢業)    

甲班  柯鳳仙老師

林佳宏  周益和  陳志良  陳政宏  黃家慶  李志偉  曾寶民  王志哲  陳政倫

周家鴻  姚坤成  柯佳昇  柯政宏  洪國偉  周煌停  周百源  周志遠  林盛偉

周徽呈  周崇榮  林俊灯  葉景魁  葉士晴  周家全  王國順  李彥廷  張家歷

姚成記  黃欣梅  陳秋伶  陳雅卿  王美鳳  黃怡華  黃莉惠  王翠滿  姚美禎

王莞茜  陳雅蓉  周雅宜  姚姿容  曾梅香  楊婷鈞  李佳玲  翁詩評  林玉蕊

姚宜芬  周如英  柯佩吟  李宜樺  姚雅鳳  姚淑玲  吳淑幼  姚惠真  陳秀香

鄭雅鈴  楊舒雯  何玉惠  陳文政

乙班  吳文權老師

劉冠男  陳喬偉  黃喬暉  許智雄  李永偉  張家銓  陳孟群  林家賢  游士賢

陳科諱  柯清淋  林佳銘  柯俊誌  曾冠麟  林仕昌  陳建文  周明揚  柯富國

黃俊皓  周育勵  周柏誠  周明輝  姚年益  周祜民  李建宏  周珀勝  李元煌

葉信宏  陳明錫  林國信  林知謙  薛筱凡  柯美葒  柯靜茹  陳虹樺  周雅蓉

張美文  蔡叔君  柯惠方  周姿秀  林靖惠  林千慧  周惠如  周靜茹  黃照馨

陳佳媚  柯雅玲  柯鈺冠  周佩玉  林佳萍  陳家琪  蔡玉玲  蘇怡心  黃伊妏

蘇桂汾  柯文昌  周佩琪  黃明珠

丙班  馮郁祥老師

陳國揚  王豐仁  陳義明  楊禮魁  黃昌敏  王鈺林  周家福  周瑞祥  林世國

周棟材  周家興  陳哲陽  林雨順  李東益  李滿吉  林鍠仁  周進煌  周明德

姚志明  周崇仁  周宗平  柯蘋芬  柯孟君  黃鈴媚  黃鈴惠  黃意茵  曾雅琪

柯怡姍  陳惠菁  王美燕  姚美芬  黃蕙英  何桂如  黃鈴鳳  王雪玲  姚淑敏

黃雅玲  陳佳惠  周桂玉  黃美桂  林奕萱  陳慧珊  陳其宏  陳修宏  謝佳淋

江秋霞  王翠蘭  李俊霖  陳秋萍  黃仁杰  葉宗憲  王聰德  許瑞淇  陳哲凱

陳芯旖  洪錦龍  黃小金

丁班  汪麗雪老師

姚俊強  周式良  姚裕隆  李建論  曾焜融  陳偉雄  柯明忠  許景亮  曾光煜

柯建輝  陳正煌  廖烈呈  陳正龍  王源裕  周奇寬  柯議倫  王益源  李忠和

洪立哲  黃國峰  姚江鴻  黃柏憲  姚文振  曾冠雄  蔡樹俊  李靜美  詹絲絲

陳淑埼  薛秀敏  周依靜  周慧真  黃玫瑛  黃惠暖  楊菁萍  郭芳如  周佳慧

周芳儀  柯惠文  張菀婷  謝錦燕  陳慧菁  柯婉綾  姚美慧  柯姻妃  曾鈺琳

周宛蓁  蕭佩芬  柯慧香  周彩雲  李敏霞  林素娥  曾雅惠  周宜珍  林士傑

陳志安  方仁顯  周朝中

第四十八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二年畢業)    

甲班  林美香老師

林志峰  黃國書  李福隆  黃富明  柯揮勇  洪誌聰  楊榆晟  曾任德  姚文棟

葉宜璟  蔡易先  柯竹鍵  萬欽銘  柯彥吉  陳翰璋  黃建彩  柯明宏  蔣哲安

陳明志  柯明正  陳勇廷  黃鍵忠  黃茂祥  黃勇傑  周宗信  鄭江水  周志銘

李如峰  陳役明  陳圳輝  黃奕凱  楊景伍  蔡孟維  柯玟如  柯惠鈴  林秀芬

黃虹禎  林雅雯  呂旻諼  陳芝婷  楊佩芳  林淑惠  周佩怡  陳噯曄  黃綉婷

黃鳳姿  葉雅玲  姚凱婷  陳思妤  周裕馨  蘇玉琴  柯淑翎

蕭琬如  林孟嬌  周佩穎  林曉音  姚靜美  柯秀美  黃鈴雅  陳宜甄  陳雅琪

黃心梅  黃敏慧  柯玉茹  張雅惠  黃淑珍  周淩鈺  莊閔惠  周麗雪  姚雅珠

姚美玉  李曉嵐  李雅惠  柯美雯  柯美君  柯美霜

丙班  周樹法老師

柯坤霖  黃亭耀  姚人瑜  陳國勝  黃建國  陳國偉  周國源  張建寅  陳伸全

周益民  周珀賢  黃純堂  李銘原  李民傑  蘇世昌  姚永鑫  黃正錫  曾郁彰

周武周  許宏嘉  周子文  陳家華  林本基  謝長勳  柯建竹  陳冠宏  陳志福

鄭宏彬  周育瑰  林美淑  周芳誼  姚淑珍  曾美淑  吳純如  林雅卿  周淑萍

柯惠瓊  陳美玲  林琇卿  姚黛如  陳雅玲  李淑華  陳慧萍  柯雅惠  張雅鈴

張惠虹  曾秋雲  姚淑薷  陳芳蘭  楊美娟  洪敏

丁班  張文德老師

黃議慶  姚晉忠  姚閔郎  蘇振宏  王俊傑  柯志成  蔡青志  李志峰  周正雄

楊四湖  林勤謀  周明鴻  蘇煌森  李成民  李俊鋒  姚勇安  黃議家  姚奇賢

陳順仁  姚英璋  粘銘雄  黃宏平  吳建成  林慶明  曾秋燕  陳惠貞  王淑真

王淑芳  周孟芳  黃美芳  薛筱冠  周佳玲  黃秋華  周雪棉  洪穎慧  謝惠芳

呂惠萍  黃依萍  王美芳  柯秋霞  林汝霏  陳慧玲  陳淑真  陳勇助  姚絃賓

謝福明  王慧雯  葉雅方  王舜德  周玉萍  洪錦清

第四十六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年畢業)    

甲班  林美香老師

洪健嘷  洪國偉  周家慶  周明宗  周嘉鴻  周上鈞  黃茂城  林銘輝  陳其彬

葉彥辰  陳志賓  黃鋒琪  黃加棠  曾明照  林國正  曾瑞源  李國益  許俊傑

楊國彰  曾世偉  林俊志  曾俊源  周以哲  陳炫宏  周錫偉  林志儒  薛雅琪

周雅卿  王梨晶  張雅惠  陳瀅如  李慧珊  潘惠娟  曾雅雯  曾虹蜜  黃如敏

柯欣儀  陳雅苓  萬姿瑛  周玲君  姚文雅  曾慈雯  林怡伶  劉嘉琪  蔡孟君

黃鳳伶  曾嘉卿  陳宛茹  姚佳佑

乙班  蕭登順老師

許宏舟  柯俊安  周煌順  黃建國  柯仲儒  許正錫  張子漢  吳郁銑  柯柏任

蔡佳智  黃皇貴  柯明宏  柯柏仰  林本原  黃俊彬  周昆萬  楊雅惠  薛小惠

王淑華  姚雅玲  方元玉  王亮淳  周雅菱  周淑媛  林素芬  姚美君  李滿春

周秋蓉  周玉蕙  姚怡如  柯惠娥  陳明詩  周月琴  李玉婷  呂其紋  謝孟芬

柯惠珊  黃惠君  洪惠君  黃玟綾  曾馨儀  林蕙君  黃慧茹  周玉紫  黃冠宇

李美慧  劉雅洳  林祈發

丙班  李邦彥老師

黃國棟  王源盛  林柏宇  薛玉輝  蔡樹男  葉仲文  周伯勳  柯政忠  洪嘉辰

陳凱正  洪豪駿  林正弘  廖冠雄  林世良  林志賓  周文程  姚俊彬  洪志銘

周崇文  李岳勳  林鍠村  李立偉  李宜錞  姚鍊憶  周孟宏  張嘉玲  柯麗珠

陳舒雯  柯佩楓  蔡叔育  陳庭芳  林佳玲  姚千惠  蕭佩玲  周乃華  林寓惠

陳雅琦  黃詩怡  胡佳敏  謝嘉如  王又菁  陳綾君  葉麗滿  陳映如  楊婷喬

林幸雯  游嬿樺  周嘉芳

丁班  林木山老師

林信昭  曾信雄  陳義聰  林堯欽  林志信  周穆盈  周正文  廖奎圭  曾煥宗

姚閔方  姚松霖  周呈遠  林弘吉  姚俊男  周飛宏  陳志成  張坤基  陳俊南

周志豪  姚昆宏  姚俊成  姚文民  姚忠毅  王建修  周玉真  周玉琳  黃麗卿

姚雅蘭  陳于真  周靜儀  周玉娟  柯足儒  周碧芝  周純慧  黃雅雪  周育趣

陳慧芳  姚秋如  楊曉琪  姚雅萍  黃姿綺  黃雅玲  陳雅玲  周盟雲  洪淑華

吳佩如  柯淑妹  楊舒懷

丁班  張文德老師

周培雄  林益發  柯志龍  黃海輝  李煌南  許汶淼  李英志  周世麟  姚浚吉

鄧光強  黃信華  周以淵  許高銘  陳俊男  葉啟民  周武昌  柯富雄  姚坤助

蔡富光  楊勝傑  林敬斐  柯明欣  柯建龍  楊木輝  柯俊嘉  柯保全  蘇世民

黃雅鈴  林藝妮  曾芳暖  李皇珠  林春霞  曾美惠  黃淑品  周惠卿  周惠君

鄭欣欣  洪佩鳳  陳俊男  周彥南  吳偉榮  黃仁志  薛玉鋒  楊美英  黃敏郎

張心怡  陳秋雲

第四十四屆畢業生  (民國七十八年畢業)    

甲班  李邦彥老師

姚志忠  李彥宏  姚旭祥  楊國利  姚詔元  姚力元  姚集元  蔡富全  王俊閔

薛智騰  周晉吉  林孟寬  周百喜  林和正  張育銓  黃健雄  陳易助  陳文卿

姚珍全  曾蓬檳  蔡青宏  姚慶鴻  洪國堯  柯尊勝  廖克強  洪立偉  陳加津

黃心怡  周欣薇  陳雅薰  姚凱琪  潘惠鈴  柯美蘭  王雅芳  柯惠真  周玲如

柯雅蕙  葉愛香  曾惠珍  陳梅倫  周淑菁  柯文雅  王婷玉  李淑惠  陳惠芳

黃雅珊  林麗仙  周雅惠  黃慧珊

乙班  蕭登順老師

林雨樹  黃順隆  陳良嘷  周弘祥  黃茂育  李國政  陳誌龍  洪偉哲  姚義鵬

周成業  陳友寬  周建福  姚世泫  林昇昆  曾宏欽  黃名鴻  黃俊裕  李源仁

周豐茂  柯廣明  姚建光  李禧助  黃凱憶  洪槱楓  蔡佳森  陳春榮  柯雅齡

謝孟娟  黃秀婷  姚美玉  林幸智  洪燕菱  楊雅雲  林金鳳  王淑綵  黃淑君

周雅惠  柯淑娟  柯惠甄  林淑琨  柯淑華  曾慧芬  林玉萍  洪孟瑤  柯孟玫

柯惠敏  柯青伶  曾惠玉

丙班  吳進村老師

陳志宏  謝谷儀  林耿立  陳順昌  姚俊鋒  周有男  陳俊宏  陳明偉  周坤明

洪世仁  曾龍文  柯景耀  林明正  周金衡  黃明輝  黃明富  陳志強  姚鍊溏

張子揚  林志雄  楊振宏  黃添振  蔡金晃  柯麗珍  周佳燕  葉春香  柯玉燕

李雪菁  黃雅惠  姚美鈴  陳馨怡  李孟娜  周嘉穗  林惠鈴  陳珈琪  周玉梅

周孟慧  楊靜玫  黃秋月  薛慧美  王翠玉  姚人友  王建彬  陳桂香  楊志成

劉鈞惠  凃麗如  姚裕成

丁班  陳煒煌老師

姚志霖  黃界原  周建龍  黃嘉銘  陳瑞平  陳彥銘  王文彰  黃至德  陳宏明

周至仁  林家萍  王海松  孫道德  黃富賢  黃裕翔  陳金村  周益源  劉東雄

丁元利  柯世文  柯全益  洪守亮  周文斌  李永昌  陳俊華  曾煌明  姚建寬

洪嘉賢  洪嘉明  黃瑞恭  林秀月  周美妙  周燕妮  周惠珍  蘇鳳娟  許玉鐘

周怜里  黃雅芬  柯寶雁  周艾臻  林璧鈴  葉雅慧  張雪琴  姚慧貞  曾玲琍

曾慧娟  蔡淑如  林淑娟

第四十五畢業生  (民國七十九年畢業)    

甲班  吳文權老師

李岳橋  許良吉  姚柄吉  黃祥銘  周東昇  詹宏仁  陳柏維  林富民  林育銳

曾智顯  周文才  林朋儀  洪其男  周宗賢  陳俊丞  林昆協  柯明翰  黃家豪

黃弘  楊朝欽  曾議謀  李月香  周以萱  陳寶玉  謝孟祝  林麗如  姚秋妃

王秋月  周惠珍  洪秋惠  李昭玲  黃綉娟  柯雅玲  周乃玉  陳淑滿  姚綉燃

周秉瑾  曾梨蓉  林惠芳  柯蕙雯  陳雪玶  鐘秀鳳  周淑榕  陳秋菊  陳怡婷

吳曉惠  李家鳳  呂佩靜  江淑娟  郭慈恩  邱昭傑

乙班  蘇進興老師

姚良冀  陳義友  葉啟良  姚佳慶  黃建發  林加棋  陳柏良  林和昌  曾家偉

林志銘  張清富  陳偉倫  周崇利  姚順泰  周志信  陳韋男  周柏元  何永欽

楊嘉彬  黃金吉  洪挺鈞  洪天民  黃惠珍  周佳瑩  陳曉倩  林倩如  曾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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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班  陳進煥老師

姚淯濱  柯伯輯  姚坤宏  林建彰  許銘松  黃一原  方景亮  鄧伯軍  洪毓翔

李元淵  李晁榮  柯志勳  周百崇  周東昇  許鴻予  許家豪  曾文楷  陳建良

黃仕寬  紀佳滿  曾敏慧  姚婉楨  薛天雅  陳雅欣  許雅琪  周筠惠  曾韵琍

姚琳達  黃筱秦  紀淑婷  莊雯琇  吳玲蕙  黃姿珊  柯香微  黃秀惠  林雨靜

周桂芳  吳旻憲

第五十四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八年畢)    

甲班  李佳容老師

周益利  曾曜笙  林瑜哲  周晏安  陳彥賓  李委晉  郭彥成  李彥勳  黃文營

陳右昇  廖宇盛  廖家賢  黃和軒  林佳宏  施俊宇  周煒晟  周俊安  曾彥霖

洪祥瑋  林雅慧  柯馥文  楊琬琪  柯琬蓁  蔡儀潔  姚曉娟  柯怡  柯筱茵

高珮瑜  周怡廷  薛琪欣  周佩珊  姚思含  周欣慧  周佳慧  許郁玟  楊雅芬

周芸珊  卓孟輝

乙班  辛世斌老師

張鐘仁  周家賢  姚文豪  周佑鴻  何政鴻  周冠良  楊英政  周江翰  王順德

蘇家祥  李存鎰  林新峰  柯宗呈  謝秉原  姚偉晏  柯榕凱  陳文峰  林居財

李仲祥  林佩玟  黃丹俐  黃惠萍  周詩穎  黃秋嬑  柯怡婷  蕭倚萍  柯怡如

黃婉茹  姚麗錦  陳巧芸  曾冠菁  柯瑋婷  陳欣惠  王雅筠  趙秋如  蔡佩姍

黃于真  許宏民

丙班  林木山老師

陳坤弘  李家賢  王水益  林振淮  周景義  施裕欽  洪珀輙 柯穎瑋  謝政祐

周業彰  周仕專  曾英傑  許智隆  周宗政  林進蒼  曾禹軒  陳冠宇  林哲揚

黃文毅  黃信豪  洪鳴夆  黃承芳  楊雅惠  周孟芊  周利玲  柯怡朱  陳儀珊

陳凱琳  楊雅雯  李垠柔  魏湄如  姚彥瑄  鍾憶姍  周珮鈺  周俞華  林慧娟

蔡于甄  姜昭儀

丁班  陳靜宜老師

陳文豪  周祐陞  柯仁傑  周志龍  陳彥孝  周誌璋  周弘彬  柯柏州  姚宗佑

黃俊偉  李建義  曾國豪  柯誌軒  姚信豪  姚琮閔  周維新  陳文龍  周弘凱

柯俊宏  林尹千  周雅琪  柯玉珊  林佳慧  高芳俞  黃喬敏  柯淑峨  陳奕方

陳欣如  周芳吟  洪欣婕  曾燕玲  姚雅雯  謝美秀  陳美鈴  柯秀葉  柯曉媚

章億洧

戊班  柯鳳仙老師

林志豪  柯智荃  黃柏誌  李俊昌  周家賢  王俊強  曾彥仁  葉柏昱  李哲成

溫俊富  林威遠  周偉正  李任翔  蕭甫承  姚俊溢  黃霈崧  陳奕成  田正甲

林仁義  高伯昇  柯佳宏  姚諭芳  洪婉君  黃俤郡  周韓潔  林姿君  周意菁

柯佩姍  謝孟阡  李雅雯  林純慧  姚凱恩  李孟芹  施欣妏  何思潔  林莉馨

林怡萍  陳江嵐

己班  許進盛老師

曾坤寅  柯長成  沈才淯  洪世諺  黃囿晟  黃聖詠  林佳緯  蕭家銘  陳仕弦

陳政宏  周豐義  姚景翔  柯旭峰  黃品皓  薛易函  柯佳輝  姚淳元  柯偉晨

梁學文  蔡雨軒  王竣禾  柯瑋慈  周怡玲  姚姍姍  林倚庭  黃湘君  洪婉綾

洪敏真  曾郁棋  鍾憶如  周芳如  陳麗雯  鄭力綺  張瑋渟  陳佩宜  周詩

周姿妤    

第五十五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九年畢)    

甲班  曹潔心老師

蔣昕宏  蔡青航  鄧伯瑋  尤清國  姚宏霖  林益成  陳瑞傑  高嘯翊  曾楷原

李泉旺  黃證文  蔡易成  周佳緯  柯佳昆  粘宜軒  周百偉  葉佳倫  周元彬

丙班  蕭登順老師

蕭少華  洪偉碩  林建甫  陳致綸  鄭鴻盟  洪錦淩  張原欣  鄭景元  柯凱哲

周家利  柯淵倫  周忠賢  周彥維  林彰城  周佳賢  謝維泰  蘇南舟  楊清方

鄭昭明  姚冠彰  林閔章  柯涼友  謝倩汝  薛琪玫  楊喻惠  王曉君  陳佳琪

李珪毓  陳佑婷  陳小娟  吳育倫  曾燕玉  周明欣  周凌婉  陳秀如  周美芳

姚芝儀  王偉瀅  林怡俞  林慧香  曾姿凰  周靜妏  李育茹  楊筱莉

丁班  李佳容老師

姚信銘  周益進  柯佳呈  黃龍泉  丁韋彬  李朝欽  柯錡謀  柯侑霖  李俊學

陳奕辰  黃信彰  周旺園  雲健銘  黃鴻坤  林郁嘉  周文傑  周昇鋒  許志榮

陳景隆  周政宇  周炤翔  陳家勝  黃榮棋  李建毅  林建宏  洪嘉鴻  黃惠瑜

姚孟君  林姿婷  李秋蓉  王家楓  葉珮甄  黃琬茹  林千琦  巫惠穎  高淑惠

周琬珊  陳婉珍  周月玲  周穗玲  陳佩君  陳慧君  林嫻姻  周怡澐

戊班  辛世斌老師

柯明瑋  陳景棋  陳志峰  周建良  邱佳榮  邱盈賓  陳泊全  花雨儂  柯鉅浩

洪饀原  鄭茗謚  黃俊傑  黃敦偉  周世章  周拽帆  周嘉彬  陳曜宏  鄭光硯

李國生  林柏堅  李壹帆  李泓輝  王成鑫  周慧媛  黃姿萍  許芳綾  王明秀

薛燕雯  柯惠閔  鄭茹綺  林瑩姍  林秋妹  周育湘  林佳蓉  王淑芬  周以蘋

陳玉玲  李惠鈴  曾慧瑜  陳鴻瀧  呂舒晴    

第五十三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七年畢)    

甲班  謝仲鎮老師

林正雄  周洵棠  陳弘明  黃治遠  魏子強  姚百羿  顏佑宸  吳東翰  柯佳谷

陳志輝  莊世明  高志銘  蔡志遠  謝宗吉  周則宇  姚宗利  柯明昌  姚高偉

柯信宏  周軒逸  李伊菱  周美鳳  姚美貞  鄭佩盈  柯思如  藍雅婷  李宜鵑

周惠婗  柯佩君  陳嘉媚  曾琇絹  曾惠仙  張維倩  陳鳳儀  陳佩茹  姚靜薇

黃嫈彧  陳靖慈  蕭文煜

乙班  蔡雅如老師

施伯樺  李慶龍  葉仁豪  洪瑋辰  邱崇榮  姚勝偉  王志宏  林東輝  王文遠

陳志銘  陳忠佑  王泰鈞  李氱庭  黃建瑜  黃章德  許家福  姚勝明  林祐詳

周豐民  黃俊達  粘銘珊  柯木可  黃淑紫  姚雅文  周珠敏  王佑文  粘嫚茹

陳維婷  姚婷莉  黃珈禎  邱宛瑩  張雅琪  周禾嫆  李孟欣  洪惠芳  陳淑珍

柯雅淇  黃凱虹  李懿融

丙班  蔡東良老師

陳楊明  周立祥  周泊宏  謝宗利  廖宏耀  何國男  黃晉昱  田正雨  施裕杰

陳俊傑  姚信榮  周祿棠  何宜璟  周承興  洪偉陽  林揚文  姚寶發  柯迪維

周士閔  陳景隆  姚成弘  周忠義  吳淑晶  姚錦文  林宜樺  黃雅琪  辛筱瑩

陳春蘭  郭珮甄  柯懿恬  周雅瑩  周偉倩  柯青玉  黃敏綺  曾咨雅  楊婷婷

周美雯  王秉岐  王俞涵

丁班  李邦彥老師

李旭凡  王鈺輝  周志龍  姚佳佑  姚佳興  洪可郡  姚仁豐  黃士品  林晉德

姚嘉俊  姚偉雄  蔡志勇  王瑞斌  姚辰勳  柯宏穎  黃奕頷  林煒鵬  陳于純

林巧婷  陳凱惠  周幸蓉  柯旻秀  周依婷  李珮君  柯佩君  林佩燁  謝宛恬

陳天鳳  林姿穎  葉心萍  姚玟珊  李靜宜  洪珮甄  黃梅凌  葉晴瑜  柯姿鳳

柯淑得  劉淑嬋

戊班  曹潔心老師

紀佳源  姚仕哲  陳政宇  姚尊凰  姚仲謚  陳世達  李毅誠  洪俊仁  黃信傑

張家倫  王信寧  梁宏嘉  周瑞嘷  蘇南仲  周威佑  林伸勳  王俊欽  柯啟彬

周郁純  周芷姍  林素琴  周佩君  周欣瑜  蘇佳君  李伊停  周美君  廖歆怡

王淑萍  林俞彤  黃淑宜  李櫻喧  柯巧慧  嚴佩雯  陳喬惠  胡貞伶  黃惠婷

陳淑芳  楊詠智

第五十一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五年畢)    

甲班  柯正邦老師

林彥宏  吳思諺  柯忠琳  曾俊雄  柯坤佑  王協儒  呂郁慶  柯佳謀  柯泊宏

廖元儀  姚廷翰  柯揮鵬  張坤源  王呈彰  林善俊  謝志昇  邱運嶺  李俊興

周勝彬  周柏翰  周郁霖  周沅樟  陳彥志  李宏恩  何永森  李凱倫  姚昆賢

洪國亮  黃銘智  王建智  周怡貞  粘嫚郡  陳佳足  柯惠愉  曾詠慈  林蕙玲

陳然菁  柯菱雅  柯怡君  姚紋婷  許寶心  許惠瑛  許惠嵐  曾湘吟  吳佳穎

林儀菁  葉嘉琳  周郁珊  楊淑芬  姚依婷  林瑩叡  梁雅鈴

乙班  李邦彥老師

林信男  柯詠宸  柯宏儒  周育賜  姚逵閔  蔡富邦  曾吉祥  柯淵展  林慶豐

柯昞輝  尤聖博  林楷翰  姚典均  林則緯  林平國  周世益  周代松  周富煌

吳易廷  柯志明  張展閣  周祜平  柯玉萍  陳雅綾  李凱婷  曾慧真  林映均

陳雅婷  柯依君  陳映如  姚宛伶  黃柔蓁  柯貞伊  林苑佐  謝婉亭  施惠馨

黃奕潔  曾雪華  王雅惠  洪佩蓉  蔣瑩瑱  周昕怡  張瑞娟  黃怡禎  周馥祺

周燕秀  柯美君  周佳燕  柯玲鈺  周琳娜  周淑麗  彭永誠  顏妙芸

丙班  謝仲鎮老師

邱國嘷  姚鈞耀  丁韋洲  柯炫維  何承穎  蔡易任  陳振彰  薛宗翰  姚宏昌

姚佳錕  黃建瑋  林哲宇  王孝鳴  李福煜  何昀展  謝育仁  周尚義  姚榮哲

劉昆螢  吳智偉  施裕翔  黃琨閔  蔡志中  辛峻元  曾國禎  李彥德  姚金龍

許智傑  張俊凱  黃正達  洪梨雲  姚秋伃  柯淑君  柯靖瑜  柯淨云  姚玉如

曾月瑩  楊繡螢  陳維惠  葉宜倩  柯筱淳  劉宛靜  黃盈淑  曾鈺如  林雅玲

曾斐檜  胡月琴  周欣樺  曾姿綺  李思均  蔡倩如  簡憶如

丁班  陳志寧老師

周益寬  周建彰  陳厚任  周明憲  黃再生  姚志螢  曾範瑋  陳佳錫  周書賢

曾韋霖  陳俊欽  曾貴平  蔡政良  曾俊義  李松城  林俊緯  曾冠維  姚建忠

周俊何  陳協正  黃炳勝  洪振評  黃香梅  葉心怡  林雅倫  施文心  葉佳惠

陳雅芬  洪珮芹  黃慧萍  林雅菁  黃柏嫻  柯瑋郁  柯麗貞  陳慧君  黃雅晴

李佳鳳  周雅翎  陳姿淑  曾富楓  陳婉真  陳婷芳  陳寧娟  紀秋萍  周月如

許淑綾  曾姿嘉  柯珮瑜  周嬑嬅  謝宛蓉  林素詩  陳建新  呂翔智

戊班  馮郁仁老師

陳俊吉  周偉揚  柯騰貴  王一勝  柯文彬  鄭淇敏  陳泳安  黃俊誠  黃建霖

陳建志  許進隆  粘詩楷  曾盟謀  柯佳恩  陳鉅中  周忠慶  林俊宏  周于示

陳晏生  高振豪  周宗盟  曾重陽  王秉韜  洪東銘  姚凱雄  李育宗  李明峰

蔡青汎  林永晉  柯佩秀  姚佳純  柯惠婷  翁向嫻  陳端鎔  周千惠  周慧雯

江妮蓉  黃美茵  周靜雪  蔡紅蓮  陳雅宣  周雅雲  柯怡婷  周惠崢  周美如

周佳陵  陳佳惠  陳家芳  姚美甄  李秋香  王秋雅  姚淯賢

第五十二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六年畢)  

甲班  林木山老師

曾正欣  柯政雄  柯宗佃  邱建榮  曾梓恩  陳孟毅  柯嘷揮  許家銘  黃忠凱

王家倫  柯文清  林仕華  周浚新  黃俊才  黃國華  張峻榮  林俊億  周忠賜

李吉民  陳晁榮  李智勝  陳志遠  李琮誠  張清威  卓世偉  王偉仲  姚雅湞

柯佩環  洪宜鳳  莊雯婷  洪宛婷  姚姿婷  周雅婷  王秋茹  謝宜靜  柯香年

周意雲  江姵嬅  李靜怡  林素瑩  溫俐雯  陳秋燕  吳龍玉  李怡儒  何欣蓮

乙班  柯順議老師

柯君旻  陳威宏  何政昌  黃俊凱  陳邵聿  柯淞期  蔡樂相  周健弘  楊翔然

趙冠富  周伯彥  陳佳民  柯竣元  蔡明峰  洪浚哲  柯俊安  張偉倫  周俊佑

陳俊斌  姚景超  李奕成  洪沂俊  曾信華  曾婉晴  周凱莉  柯玫瑜  馮蕙妙

柯如芳  施欣儀  洪鈺雯  陳怡芝  陳瑩靜  洪欣婷  周旻靜  周曉竺  林秀燕

李宜玲  姚佳苓  姚雯娟  陳婉婷  李姝嫺  張簡妙羚

丁班  汪麗雪老師

黃俊輔  鄭至宏  黃大育  郭俊緯  方景賢  黃信傑  洪國鐘  郭性宏  翁培原

薛富騰  鄭明祥  姚泊孝  陳世保  林國義  曾進宏  張富傑  林恭義  林建安

黃庭福  林世剛  曾俊吉  蔡金和  王文毅  柯明堂  黃益烽  林煒熙  歐聖堂

張曉慧  曾欣儀  柯欣慧  姚美如  柯孟君  黃佳琳  曾淑真  陳雅紜  柯惠綺

李佩珊  陳淑滿  周淑萍  柯佩宜  王慧雲  姚宜君  姚紫菱  李麗琴  周佳慧

劉雅淇  李佳樺  周盈君  鄭茹寧  陳琪雯  李姿嬋  卓家文

戊班  黃春發老師

曾文賢  李洽芳  姚俊業  柯景棠  楊博雄  陳柏嘉  陳修廷  柯俊瑋  李健傳

周家安  林黎俊  林新益  李偉碩  洪金發  周仕峰  薛子建  林忠昇  吳信璋

林進郁  周智斌  姚宏昇  謝志明  黃崇信  周錫村  紀昆利  柯志晟  林志潔

洪梨芳  林鈺雪  蔡玉娟  柯惠青  林素玲  黎素真  吳冠伶  陳憶萍  周建賢

黃柏琳  陳嬇瑛  莊鳳翔  林嘉玲  柯佩琪  柯慧美  謝蕙真  黃秋碧  柯惠容

周明沂  黃麗娟  陳姿雅  洪鈺婷  陳雅凰  陳柏榕  陳偉倫

第五十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四年畢業)    

甲班  施丁銘老師

林志螢  黃俊翔  黎建憶  王俊凱  柯達麟  姚江鑫  柯凱文  柯壹峰  曾柏凱

柯錡賢  周典慶  柯政宏  陳家偉  黃銘志  林振瑋  李金暉  紀政宏  蔡政祐

周明宗  吳崇嘉  辛峻綜  周健彰  陳佳慧  林雅君  陳珈伶  李佳容  周曉君

黃姿婷  陳惠珊  李婉甄  鐘祝慧  趙盈媚  李佩如  王明芳  鄭佩宜  陳菀菱

姚秋瑜  李秋霞  陳玉嬋  周怡宣  周瑞絃  周詒真  周盈智  洪佩嘉  巫嘉耕

歐聖仁  李協祥  周宏儒  莊智涵

乙班  林木山老師

黎朝宗  林進曜  周建宏  廖元禧  柯昆明  姚佳宏  周建安  姚高元  曾柏青

陳俊男  許志宏  周禹衡  林世祐  周韋如  鄭國安  陳文彬  尤復興  李如凱

周傳校  周政仲  高幼欣  林永章  陳俊龍  洪佩均  洪嘉伽  黃慧玉  黃淑媛

林桂蘭  黃心怡  陳雅欣  周叔慧  姚美玉  王玉婷  薛雅齡  林凱莉  周佩儀

周筱媛  周采瑕  周虹妤  陳足瑛  周桂如  姚雅雲  姚婉婷  陳莉菁  林佳蓉

曾琇慧  彭金隆  陳雅鈴  王祥

丙班  江宏光老師

陳國城  周欣慶  黃琨銘  柯佳欣  陳嘉文  柯俊吉  柯炳松  黃秋榮  曾嘉薪

謝孟翰  周宏河  曾國樟  何明峻  張俊偉  周根村  黃敬棠  周嘉楠  洪東岳

李宣樂  李凱龍  陳國清  林冠守  蔡青甫  李秋惠  洪頌茹  黃玟菁  曾慧婷

吳亞靜  王佳幸  柯佩伶  陳曉楚  姚淑婷  陳蕾安  李明璇  姚姿菁  周怡珊

林鈺真  周嬑君  周慧君  林秋婷  林君怡  曾婉璿  黃梅香  李佩玲  李如唯

周美如  張雅婷  李岡玲  鄭雅文

丁班  林美香老師

羅丞甫  姚怡甫  柯鈞傑  曾威堡  柯弼仁  林則呈  陳勇樵  張俊華  陳孟暐

楊榆釩  紀佳良  姚騰貿  周佳佑  周建宏  李東憲  周宇田  李克原  姚宏柏

曾國勝  陳雅怡  謝宛妮  丁秀卿  陳慧慈  陳貞伊  姚孜妹  王美慧  蘇怡文

周雪真  陳喬瑜  陳雅美  柯斐愉  趙婉汝  姚奕真  周佑鎂  黃秋倫  吳枚芊

周佳櫻  黃麗潔  周郁君  周姿瑤  王淑貞  楊淋婷  李翠卿  何宜玲  姚佳珍

洪瑛連  陳亞嵐  柯玉梅

戊班  蕭登順老師

黃姿慧  黃正煌  姚怡蕙  張艾汶  花之嬋  曾義清  方君綺  李昆宜  姚淑惠

曾桀鴻  柯雅鈴  陳勇戎  黃玟燕  姚勝嘉  陳琇鈺  王安邦  周莉娜  黃士誠

李英民  陳如意  楊麗芬  黃國鈞  許如玉  李証民  林慧欣  周政宏  黎淑玲

陳彥彰  姚淑菁  周尚達  黃淑芳  黃崇榮  黃雅玲  曾韋筌  柯惠珠  蕭尚寬

林雅榕  周浚祥  黃兆緯  周姿吟  柯偉立  周忠村  黃美茜  黃純真  黃惠娟

王志宏  柯逸青  楊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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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班  曹潔心老師

王偉任  曾小寧  林金宏  黃有志  薛燕淇  李昀諺  林琮閔  廖彗雯  林諺琪

陳坤木  李偉碩  周俞君  黃勝昌  周威羽  周汶萱  李韶寧  柯均諺  鄭琬蓉

姚騰傑  周宗霖  李秋玟  曾郁涵  楊承恩  林于棠  姚奕辰  陳仕勳  高子涵

蔡佩郁  洪琳貴  周蕙如

第六十屆畢業生（民國九十四年畢）    

甲班  黃子驥老師

周定寬  姚志儒  陳湧豪  林坤松  藍俊揚  柯念昆  林瑋益  呂宗岳  周立健

林呈易  蔡昂庭  曾揚聖  黃裕翔  周士文  許志遠  周坤德  陳明威  林柏旻

周冠傑  張尊傑  李烽標  黃珈虹  洪雅淇  葉亞婷  郭毓婷  薛宛甄  吳志嘉

姚冠汝  林姿儀  李佳蓉  曾佩珊  黃筑翎  曾美文  邱建維

乙班  柯鳳仙老師

李俊慶  柯佳宏  陳弘益  李益貴  洪進興  陳冠羿  姚韋呈  蕭義正  陳志瑋

周宏儒  洪智皓  曾振家  陳志嘉  洪善峰  洪偉銘  陳佑瑋  周詠彬  姚衡昇

洪楷倫  林俊儒  曾家宏  林沛逸  林凱玲  陳誼樺  周雅婷  柯瓔倩  姚依琳

陳奕蓁  洪心怡  李彥伶  李明倚  柯妮均  詹政彥

丙班  周斌國老師

周孟諺  周韋佑  柯韋豪  柯智凱  周棋尉  王世昌  柯孟承  周俊輝  陳雨新

李侑益  葉昇祥  周世豪  柯登耀  姚辰諭  柯冠銘  周育民  周呈軒  曾國豪

黃文彥  姚詩虹  柯怡婷  周品秀  黃鈺琪  丁巧敏  蕭舒萍  姚雅真  洪婉真

林純瑩  蔡螢均  姚靜宜  李雅斐

丁班  柯得欽老師

林佳弘  曾元嵩  周世寰  洪翊欽  陳柏亦  黃嘉詰  周百建  陳瓏  鄭兆祐

林建志  黃至詮  陳佑昇  劉培鋒  柯奕丞  陳炫名  楊智翔  李彥璋  周正達

林宗正  林樹杰  洪雅惠  柯珮萱  林欣儀  薛貽之  陳盈臻  黃惠綾  柯雅馨

陳怡君  周怡君  柯芃安  姚欣妤  周姝榕  黃鈞翊

戊班  葉芳玲老師

朱偉銘  何政翰  柯政宇  周俊宏  李佳冠  洪坤瑋  陳俊吉  周柏諺  莊皓雲

周俊豪  周立彬  洪智航  蔡郁寬  陳靖翊  陳家豪  楊博善  陳柏勳  姚天發

曾淑雅  周瑩琳  姚宜廷  楊孟庭  林宸如  張鈞婷  姚雯萱  陳怡君  曾婉寧

姚婷鈞  葉家渝  周佩樺  王湘芸

己班  林木山老師

謝欣樺  洪振皓  陳政凱  張晉誠  周庭毅  柯尚佑  侯景程  曾志全  黃俊凱

曾國樺  戚鎮乙  吳建宏  柯閔祥  王盟坤  曾農幃  周崑翔  洪昇諭  姚舜斌

王信蒼  黃凱敬  陳湘琪  周憲儀  陳奕蓁  姚欣如  周佳玲  張芷涵  陳怡菁

柯藍婷  黃欣怡  柯億盷  李惠萍  李秋燕  林僅雅

第六十一屆畢業生（民國九十五年畢）    

甲班  黃惠祺老師

陳智翔  陳祐祥  林彥霖  周宏維  周淯鴻  柯憶偉  蔡盟杰  陳信宏  邱聖智

盧以豪  柯詠哲  姚詠仁  曾宏儒  林毓智  洪佳維  王瑞豐  汪怡君  張雲雅

賴韋如  許雅筑  陳怡汶  陳思妤  楊雯淇  黃咨靜  魏羽彤  王佑方  周芸萍

林于庭  謝惠琪  吳季臻  柯珮群  張淑婷  周春妙  楊采穗  谷思範

乙班  施亨遠老師

陳冠杰  江秉軒  王精鍇  陳廷峰  林皇志  莊子緯  陳宏榮  姚嘉樺  林育璋

周文翔  王家祥  李景暉  陳致元  林學聖  黃昱程  姚均璋  周書賢  周雅琪

蔡宜君  周芯坊  曾紫旻  曾紫柔  侯雅羚  姚婉柔  周品君  周愛綾  邱淇華

姚靜姍  柯又瑄  林雨萱  李季燁  柯佳賢  張雅萍

乙班  柯鳳仙老師

姚秉言  楊晉毓  洪明富  施登騰  周宏霖  蔡孟諺  李勝立  王思淳  周宗和

洪勤修  黃華庭  黃盛偉  陳俊舜  黃共進  陳易華  吳子健  姚存鎰  洪銘揚

陳畯宏  林敬杰  姚玉茹  莊婷雯  李嘉欣  姚佩雯  林奕妏  姚琍敏  周慧茹

李孟勳  姚岱吟  王莉茹  柯怡寧  蔡藍儀  洪素卿  李佳倚  柯室如  姚美家

許嘉玲

丙班  葉芳玲老師

張復凱  陳狄杰  李元博  李辰芳  謝全勝  陳闕安  柯鈞耀  柯宗旻  周弘適

陳勇翔  周炘甫  姚彥全  胡正彥  李宜霖  曾子銘  葉恩成  葉昇偉  張世諭

林協坤  周思吟  蔣欣妤  周佳汶  劉亭君  李虹宜  蔡凱婷  張婉婷  柯孟薇

呂宛芩  李家瑜  柯芳安  姚宜秀  洪佩君  洪鈴琍  曾俞鈞  許晶晶  林堯

丁班  李南宏老師

姚彥銘  黃信傑  陳坤池  林獻堂  陳冠男  姚佳興  周久睦  林昌鴻  葉博凱

陳信翰  陳偉傑  陳柏勳  周政弘  劉育銓  林俊傑  姚龍永  李囿呈  曾品諺

陳思安  黃儀佳  黃雅君  周雅君  柯佳慧  曾姿栩  姚惠齡  林孟微  盧巧雯

洪婉如  王雅雯  張雅茹  謝佩青  周玲亞  林于萱  柯惠敏  蕭延芳  黃玉瑾

梁宏志

戊班  曾莉芳老師

姚世佑  陳肇峰  姚助承  林振誠  黃楷哲  楊証傑  柯智傑  葉鴻輝  柯亞育

柯浩穎  黃信全  黃星揮  陳維仁  周家億  盧年芳  黃瑋強  周哲緯  姚姮妃

曾郁惠  陳妍伶  曾小薇  姚雅淳  江珮頎  陳靖祺  周佳玟  陳思伶  洪稚喬

曾亭嘉  劉瑞雯  洪郁雯  洪湘媚  周霈儀  魏紫含  張家陵  姚純真

莊閔媖

第五十九屆畢業生（民國九十三年畢）    

甲班  施亨遠老師

柯佳宏  楊孟嘉  辛緯薰  柯宏明  陳凱彥  林聖祐  林煒程  李浩廷  高英泰

楊凱勝  柯吉祥  陳仕哲  柯秉承  周冠良  周昆政  林聖偉  黃郁欣  柯歡純

陳思婷  黃于柔  林佩君  姚佳吟  柯佩吟  李元禎  姚琳鈞  柯佳君  雲鈺雯

劉孟如  楊琬萍  林筠竺  戴慶慧  林欣誼  尤怡婷  蔡佳玲  林芳如

乙班  陳小鶴老師

邱哲瑋  林純毓  粘蒨耘  陳琪惠  周詩峰  謝皓哲  姚毓虹  曾姿紋  黃怡嘉

周琨泰  陳廷華  蘇蔓琪  呂雅芳  陳冠志  洪思豪  許惠雯  林竣章  曾威綸

楊晉福  姚朝陽  黃宇芬  陳敬怡  林崇華  陳尚豪  周意萍  吳至偉  王映晴

李依樺  柯能耀  陳懿芳  柯明良  劉繼方

丙班  林俊良老師

李彥德  薛羽婷  曾玉如  洪思妤  周聖杰  姚呈儒  林珊幼  周鈞姿  柯孟凡

林怡君  周俊毅  蔡孟剛  黃琇雯  高若瑜  陳柏諭  嚴國和  姚敬瓏  林傑民

楊姝珊  柯佑旻  周怡萱  周正揚  黃珮雅  周玉梅  林益勝  呂宗憲  黃建霖

黃奕舞  周正意  姚雅雰  李易融  黃勇盛

丁班  蔡東良老師

姚凱勛  陳昭憲  周旺陞  莊昆彥  曾元鈺  柯凱勝  王紹聰  柯佳利  賴冠有

姚鴻文  柯明昇  李吉晃  姚伯軍  陳勇森  高呈憲  周坤暉  周伯謙  周哲楷

洪敏智  周嘉薇  黃惠雯  林品妤  洪苡甄  曾柔菁  洪育巧  周丹薇  陳詩宜

李雅惠  曾秋雪  張靜瑜  周嘉柔  陳俊安

戊班  謝佩瑾老師

周珮涵  黃建智  黃千瑜  張詠勝  林峻廷  陳思安  施議富  蕭振谷  洪巧潔

房秉豐  蘇宗信  王千甄  曾浩誠  曾柏輔  陳思穎  陳振宗  魏奕凱  柯歡容

王重皓  黃宣庭  周佩蓉  柯淨翊  許尊傑  周宜霖  薛育婷  李嘉彬  陳憶琪

王貫齊  周凱陵  周冠吟  詹政儒  

戊班  李南宏老師

陳政男  紀政泰  黃翊安  柯仁偉  林琪閔  陳偉晏  王家愷  陳健泰  林義豪

柯政佑  周祺彬  吳霈承  曾怡仁  林家輝  陳昆民  陳偉勝  柯佩如  林文琪

姚雅玲  蘇怡珊  曾珮貞  魏禎陵  柯忞玎  周欣瑩  柯嫚姍  郭筱汶  黃苑禎

黃詩雯  姚雅旻  許曉娟  梁佩婷  吳詩涵  林依玲  卓玲卉

己班  陳盈璇老師

陳冠文  周詩評  曾豐淇  林仕哲  張博智  余東霖  張仲男  許家源  林鈺傑

陳榮達  鄭茗仁  周瑞仁  廖彥嶸  黃蜂翔  洪世校  王志宏  李囿燐  張凱婷

姚雅庭  周廷亭  王鈺渟  林佳君  柯春鳳  周怡孜  周佳蓉  陳瀅如  周玟珊

姚毓亭  陳雅琳  邱佩蓉  黃怡甄  柯思延  柯宛萍  陳冠宏

  第五十七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一年畢)    

甲班  陳小鶴老師

吳政穎  廖國凱  蔡孟炘  林尊仁  張耀鍾  黃柏豪  林嘉胤  李松泊  周永倫

林建玄  吳景燁  陳世煌  曾琮凱  林獻諭  楊博如  王禎烽  莊雯涼  林宜儒

趙仙玉  李昱君  解蕎羽  姚彩瑩  蔡淑琴  柯欣宜  高凱莉  王思涵  高英珍

陳雯婷  許育鳳  魏純貞  周依玲  周婉婷

乙班  林俊良老師

周敬傑  盧冠均  周詩涵  陳俊遠  洪啟皓  陳信凱  柯維俊  姚裕華  周耿立

黃凱智  林群輝  柯旻憲  曾建維  蘇勝祥  姚菘文  柯思榕  楊庭憲  陳逸芳

周瑜茲  周宜靜  呂佳穗  黃歆雅  林佩寬  柯芸婷  蘇怡虹  許妙如  陳秋惠

周毓瑩  周佳郁  陳哲文  蔡佩框  曾于綾  陳盈孜  洪聖淳

丙班  丁新得老師

陳俊廷  曾俊豪  楊哲瑋  葉承欣  林致宇  王基錩  周育民  葉家瑋  柯秉杉

王繼蔚  李志鋐  周凱章  周英盛  周冠傑  姚宜賢  林思豪  曾偉洋  周芷嫺

鄭佩真  周佳宜  葉慧君  謝秉蕙  王怡惠  李菁蕙  陳佳琪  周采鈴  蕭凰君

許文馨  劉如雯  周佩萱  黃楚涵  黃凱翎  曾意庭

丁班  陳靜宜老師

姚孝賢  呂昱儒  周宏霖  鄧伯亞  李峻豪  林隆文  周泊亨  周柏佑  吳振霖

蔡襄伯  曾柏堯  陳富彬  黃培綸  許志宏  蔡昱群  溫俊翔  李益民  柯明勳

王郁棻  周巧諭  黃偲冠  辛筱雯  王薇茹  姚怡安  許毓庭  王婷櫻  曾晨蕙

姚鈴鈴  柯柔羽  黃欣慧  林瑋嫻  陳妏瑄  陳邑瑜  黃善汝  周吟芝

戊班  曹潔心老師

周世紘  洪凱傑  周煌國  周志誠  楊智欽  葉泊欣  張正亞  陳力涵  余易修

楊健泯  陳家銘  姚信暉  李宜勳  洪登凱  周正泰  柯雅方  曾凱敏  陳如君

張佳婷  陳鈞盈  黃秋月  鄭欣維  吳芳儀  周筱卿  黃怡琄  周欣儀  黃梅慈

姚玉涵  柯宛吟  陳怡婷  周婉詩  柯惠文

己班  施亨遠老師

楊博凱  林逸哲  林則豪  黃健淋  曾浩祥  林承穎  周欣樵  周于董  曾智全

姚彥任  柯存峰  王炳鈞  朱彥旭  姚棋逢  黃柏超  柯冠璋  粘柔蘋  王斯頤

姚佩辰  張淑涵  周欣怡  陳沛蓉  周瑜庭  黃巧玟  林湘婷  陳琪雅  林宜潔

洪翔瑜  周佩蓉  高詩婷  李昀儒  周俞安  簡一如  蔡侑玲

第五十八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二年畢)    

甲班  林木山老師

陳民輝  蔡鴻吉  施閔雄  楊俊城  柯明豪  張喬智  曾元璽  林于順  柯柏仲

黃冠彰  陳振偉  陳冠樺  柯勝傑  周志鴻  周杭宣  姚俊伯  陳偲齊  林家鵬

賴佳君  黃千芳  周方薇  蔡儀君  曾佳婷  薛欣瑜  蔡雅凡  周依慧  洪詩佩

周淨安  陳依萍  李鈺嵐  周子勻  薛文惠  黃楚雲  鄭季函  薛立容  姚妮均

王妏惠  莊涵媖  

柯峻華  周燁  何佳展  蕭獻謚  蔡宗翰  陳筑盈  周昀瑩  曾莉雅  陳惠君

莊雯琪  嚴佩芳  姚珍綺  李智菱  邱靖媚  陳惠貞  劉真汝  柯佳琪  周莉婷

王韻茹  周曉芸  王詩惠  柯珮瑜  黃亭瑋  洪依婷

乙班  施亨遠老師

周軒逸  陳泰翔  賴佶暉  沈品宏  柯存修  鄭建志  林佑昇  林郭權  蔡百能

姚仕宏  張家寶  黃益欣  林上智  林啟盛  李偉聖  李俊賢  周佳良  張文政

周代泓  葉承泓  陳瑜鈴  李怡君  姚沛汝  林怡伶  洪莉詅  周婉婷  廖嘉莉

蕭亦廷  林延靜  陳逸雪  郭寶云  周珮瑜  林蔓津  王郁寧  林聖芳  周怡臻

周苑汶  周如秀  周姿妤  王淑芳  柯巧英  曾郁婷

丙班  謝仲鎮老師

姚信州  曾俞凱  陳勇州  姚明志  曾坤發  柯柏全  黃宣奇  姚承宗  柯季智

姚治廷  黃明德  黃文彥  陳俊良  李任鎰  許耿誌  周韋成  周柏辰  周偉宏

高英修  洪琿隆  蔡亦倫  黃貴琴  邱巧琪  江珮妤  陳婉真  周家菁  姚俞汎

姚俞帆  黃惠汝  何佩如  姚欣玫  陳如皇  李麗真  柯昀琦  藍宴茹  王綉儀

周伊霞  許佩樺  周亞霓  吳秋燕  洪淑盈

丁班  蔡雅如老師

黃守賢  蔡明雄  林弦穎  陳鎮傑  黃廷宇  林振億  周則甫  陳冠羽  王俊得

黃克峰  黃博育  謝昆諺  周書楷  陳昌耀  黃文審  柯佳儀  陳建丞  林鴻銘

李有家  林佳鴻  柯雅琍  林彥伶  陳維琪  黃馥慧  洪佩琪  姚韻馨  柯美如

柯宜君  陳慧芳  周玫君  林曉璇  黃秋文  陳慈婷  姚婉婷  李宜庭  洪綾翊

周美蘭  卓育珍  柯蕙娟  葉儀貞  林慧雯  林世斌

戊班  蔡東良老師

蔡宗訓  柯明宗  曾進詮  洪坤正  曾建國  周益良  黃敏穎  李奕良  黃兆鍚

姚承錐  周健瑜  姜帷中  林佳鋒  曾文彥  黃則承  柯文翔  林龍典  葉育志

柯誌展  李姝嫺  王思佩  洪瑩純  姚邵妤  陳怡婷  姚孟宜  陳珮吟  周佩勳

陳亦珊  洪淑華  柯木翎  葉昭容  王佩瑜  蕭佩姍  蕭佩青  姚雅綾  呂怡宣

周怡秀  李宛錚  林美翔  謝倩宜  李庭怡

第五十六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年畢)    

甲班  林木山老師

柯智勝  楊勝傑  許晉譯  柯貝霖  周政賢  姚光廷  陳泰宏  陳景舜  周哲宇

李秉宸  林思翰  蔡昱瑋  許家文  林琮凱  周信彰  蕭孟泓  姚婷雅  林宜諠

姚雯淳  陳香如  周俞婷  林慧婕  陳利禎  胡雅淇  周綉娟  柯雅萍  李宜臻

謝旻芸  王婷姍  李櫻萩  陳依涵  洪瑩珺  陳佩瑜  巫信翰

乙班  曾莉芳老師

姚仲霖  周維廷  林昭志  王敬傑  陳鎮愉  黃弋丞  曾泰荃  周益呈  林佳伸

姚宗伯  黃群能  周祺凱  姚文傑  林隆清  張文豪  楊富全  陳詩涵  李秋儘  

林莉君  周欣芷  李怡萱  林怡慧  姚淳婕  姚慧玉  林佩珊  黃姿瑋  陳慧文

周倩妤  曾淑萍  林素英  黃曉君  柯珮萱  柯香如  林靜瑜  柯安

丙班  柯鳳仙老師

陳俊宏  陳智豪  周柏勳  周鈺尚  李尚恩  洪偉庭  江軒煜  陳世府  周俊良

蘇庭淇  周敬憲  薛閔豪  王淳右  楊景皓  陳凱鈞  陳俊廷  高迪鈴  洪麗婷

曾佳惠  林雅專  周莉雅  陳秋婷  柯佩汶  洪尉珊  姚婷鈞  陳詩佩  柯麗琴

姚佩姍  姚思楚  黃心汝  李佩旻  張雅婷  李宜欣  周祐湘  蔡宜芸

丁班  葉芳玲老師

柯明樺  葉景憲  劉孟毅  李尚軒  蔡宗憲  陳永霖  陳建宏  柯昭瑭  李俞興

姚鑫億  林建佑  王志維  陳郁祥  林瑞鈞  姚泓宇  曾建豪  陳凱怡  柯宛均

李思儀  周姵伶  周秀玲  楊怡庭  姚姿卉  胡雅屏  周佩萱  李秋芬  曾絺紜

蔡佩珊  柯雅筑  姚佳宏  柯佩怡  曾琬淇  王淨美  林莉芸  陳易銘  曾柏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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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班  周碧珠老師

柯凱量  柯兆恩  林冠甫  李元閎  周俊樺  李偉豪  柯忠岳  周育勳  周順正

陳奕夫  姚韋任  李政育  姚宗孝  許喬舜  林泱宏  姚峻閔  曾子憲  李宜佩

陳凱雯  周昀瑩  姚筑云  陳思穎  李委琳  姚宜蓉  郭芝宇  陳婉婷  楊庭瑜

姚岱漪  林玉珊  周宜萱  洪家茵  陳信含  黃子靜

第六十七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一年畢)    

甲班  劉姿伶老師

陳彥均  林勤煒  柯泓甫  趙治豪  洪德翔  張家和  陳昱昇  蔡委哲  陳奕升

林柏辰  林俊宇  蕭宇恩  郭子源  林正軒  柯琮祐  陳萬水  謝沂融  許展銓

姚宜萱  林依蓮  林婉芸  周玉燕  吳佳珊  王盈珺  李怡雯  王怡勻  陳姿螢

姚雯馨  李佳穎  游輝豪

乙班  林志樫老師

陳昱衡  周智壕  趙世煒  周原安  林侑儒  林祐成  柯柏熏  柯伯昇  李嘉誠

李駿耀  吳智閔  姚宗旻  李德軒  洪彥丞  周鴻源  曾睿明  黃冠哲  許尊凱

尤梓薰  李芝穎  辛曉官  柯喻瑄  周佳宜  黃芷涵  王宣惠  姚如憶  蔡佳瑄

周鈺婷  李奕欣  李姵醇

丙班  陳小鶴老師

周國洋  潘建宇  周冠岳  周冠增  周嚴弦  黃胤庭  林達鑫  洪榕晟  張冠霆

柯富翔  姚伯諺  柯弋翔  姚晴方  吳哲嘉  林呈恩  陳晉享  姚信豪  姚昶宇

林怡如  黃姵菱  黃宴竺  林沛涵  周湘瑩  周芷筠  林姵妤  柯芷吟  周佳琬

王思嘉  李姿賢  柯維娟

丁班  施亨遠老師

柯秉鑫  洪鼎憲  林偉意  黃彥翔  周馬誠  周峻聖  黃韋諺  王炫皓  柯凱鈞

楊宗翰  黃奕銓  梁祐嘉  李泓議  黃暐竣  林詠聖  李承祐  柯佑辰  柯宜蓁

李心潔  蕭尹琳  陳真  姚珮娸  洪姍宜  林欣怡  陳俐羽  李沛汝  李琦雯

游奕晴  柯沛均

戊班  曹潔心老師

歐峻谷  黃冠隆  王浩宇  柯偉翔  陳昱昇  謝智樺  周永智  林崇萌  姚慶瑚

周柏佑  楊智鈞  辜榮聖  陳建宏  黃鈺展  陳彥宇  簡國隆  周鉦洋  鄭佳芸

陳鈺心  曾華慈  曾佳圓  施秀臻  柯侑君  蔡沛蓉  李婉儀  郭雅瑄  林吟倚

王俞心  陳雅琪  王湘庭

第六十八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二年畢)  

甲班  吳清錦老師

黃琨竣  王揚竣  姚景淇  柯嘉誠  曾柏翔  洪筠炫  陳昱翔  周鈺澤  林奕丞

何仁宏  柯則羽  周文彬  柯清譯  陳耕泓  陳仲遠  許訓維  洪嘉宇  周毓賢

黃上欣  高詩怡  林思萍  林琬淳  姚憶璇  周萱庭  曾雅榆  周芸筠  劉紜熏

王喻萱  翁詩涵

乙班  李佳容老師

黃一甲  曾彥嘉  陳泓源  陳泓元  柯雲絃  許硯筑  曾彥智  王詳富  黃思豪

李書維  姚岱育  周楙埏  姚心翔  姚晉潔  柯逸新  姚宥辰  周冠中  周世彬

王沛淇  洪淳真  薛佳蓉  陳紫晴  楊心汝  周郁紋  周愷寧  周相榕  郭雅宜

姚姵妤  陳家宜

丙班  周斌國老師

林俊傑  林哲輝  柯晉凱  曾國鑫  曾彥程  陳聖爵  周嘉茗  柯博鈞  周奇霆

周栩輝  楊承訓  蔡文聖  林泓昇  黃駿騰  李易倫  黃凱傑  陳皓宇  葉姿汶

曾鈺婷  劉孟瑄  周思螢  姚芷吟  林怡瑄  柯宜汶  林品瑄  顏彩如  林芷茵

柯品瑄

第六十五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九年畢)    

甲班  林志樫老師

林子敬  柯亞承  林尚億  陳韋嘉  張竣閔  姚明揚  趙世仁  吳智翔  曾天佑

郭珀辰  周奕維  蔡佳樺  李佳璋  李孟育  許竣評  林辰樺  李奇政  李宗軒

余雅庭  陳姵儀  葉心蘋  黃佳敏  姚瑜惠  周奕瑛  周岱樺  周盈慈  偕佩君

王鈺淳  柯佩函  林詩珊  黃詩惠  林佳萱  洪煜筑

乙班  江孟君老師

陳中平  廖哲偉  簡偉儀  陳麒翔  陳建昌  郭鉦獻  范允城  陳浚洧  柯鈞騰

姚俊羽  周宥瑋  柯翔瀚  曾唯庭  李偉程  楊家豪  李岳翰  林于勝  姚宜欣

林子宜  姚欣玫  柯佩萱  林筱萱  周佳慧  周沛慈  吳儀柔  林欣瑩  周孟萱

陳佳儀  林宜屏  洪雅婷  汪靖螢  謝筱玉

丙班  陳小鶴老師

李政勳  謝佳霖  林冠宇  周昱伸  李元瑋  林罡民  周皓暄  周勤偉  陳家慶

李建忠  黃仁泓  薛清安  黃正旭  姚權祐  楊騏全  陳浚誠  林宥成  王利展

葉建震  柯宜君  鄧聿芩  劉家菡  林于琪  黃楨詒  周怡秀  姚珮琪  許惠晴

許雅涵  李怡姍  羅翊安  鄭郡竺  黃妍蓁

丁班  曹潔心老師

周子群  周律呈  黃博晢  黃泓宇  洪健哲  陳郁宗  姚建安  李誌鈞  柯閎鈞

周竣國  洪朝威  洪煜倫  許兆鋒  姚政緯  黃守邑  林明龍  柯嘉信  曾子縈

陳佳蓉  周杏蓉  李俐讌  陳彥妏  黃文暄  徐薏婷  姚舒芸  柯沛瑜  陳子涵

李佳螢  葉祉吟  黃思翰  陳姵希  林子文

戊班  施亨遠老師

姚宣丞  陳柏諺  姚俊擎  周泓宇  黃威致  曾煥倫  柯冠瑜  陳旭昇  曾國源

林峻加  陳鵬遠  柯文弼  姚勝騰  蘇家威  姚恩峻  林岑祐  林浚騰  柯俊安

柯芃羽  陳會琦  李慧娟  陳心瑀  黃心彤  楊舒涵  柯瀅涵  張冠敏  黃伊平

黃詩淳  周榕瑟  蘇詠棋  陳俐璇  李昕玟

第六十六屆畢業生  (民國一百年畢)    

甲班  謝仲鎮老師

周郁展  楊智皓  趙宥瑞  蘇承彬  周有朋  林智雍  洪子杰  林俊廷  翁梓峰

柯東原  周信安  周育丞  黃柏翰  葉芳源  粘慶平  陳雨詳  黃智群  陳品潔

柯靜湄  廖于婷  王偲伃  劉心慈  周瑩茹  陳立其  蔡汶妤  黃妍蓉  周怡瑩

謝汶芳  張芳嘉  周茹梅  周旻宣  周采瑩  姚欣妤

乙班  黃子驥老師

辛百弘  李承祐  林柏宏  林楷峰  陳瑾瑜  周良縢  周駿騰  蔡書能  張呈豪

周柏勳  姚韋丞  姚嘉彧  許育維  姚柏聖  謝旻翰  周賢德  陳慶承  陳珈婉

潘怡君  柯宛凭  周書葶  李馨儀  陳俐楨  沈淑儀  柯博涵  姚曉蓉  曾怡璇

許芷瑄  許家羚  周慧美  薛向婷  姚佳君  黃馨慧  

丙班  周斌國老師

謝為宏  曾彥捷  曾勝民  周鴻錡  陳揚捷  周尚緯  王韋中  黃茂倫  曾友鈿

黃皓  杜明潤  黃鈞臨  黃仲宏  洪淳修  李晟維  柯建榮  周家田  黃秀娟

楊孟真  姚佳儀  黃郁鈞  洪采妮  葉倖芳  姚欣伶  陳佳秀  黃品姗  沈潔溱

周玉琳  蔡妍蓁  姚雅婷  周翊媚  曾玲子

丁班  蔡恩惠老師

陳耘峰  姚竣瑋  黃建源  周宥成  柯呈翰  林冠榮  蔡曜陽  陳家宏  柯廷諺

蔡榮華  黃閔笙  曾昱翔  陳佳宏  黃晨評  洪柏勝  薛政全  姚俊良  許景隆

黃稚庭  曾華萱  周玥瑩  柯琪莉  姚李萱  鄧衣喬  楊宜芯  李元鈺  黃旻宜

姚旻沂  周紜暄  周湘惠  柯斐釩  林芹瑄

乙班  陳小鶴老師

歐俊廷  周冠傑  李元輔  柯翔耀  王得佑  林建欣  薛又銘  葉致笙  周永逸

柯俊宇  柯琦淵  黃博蔚  張書軒  姚立澤  李明勳  葉博榮  姚育菁  姚育妤

陳姿穎  柯秀燕  陳昭維  林冠伶  曾詩雯  薛沛溱  許涵琇  柯嘉瑜  姚欣亞

邱婉綺  黃玟榛  周佳慧  陳慧慈  陳佩雯  林詩儀  施雅妗

丙班  黃惠祺老師

張必超  林智煌  陳達生  柯長億  柯柄宏  姚朝翊  郭欣達  姚恩澤  周宗佑

陳銘仁  黃彥儒  周嚴盟  姚哲恩  林世彬  林國清  洪偉期  周雅儀  柯續驊

杜宜娟  林雅慧  賴宛俞  曾佳瑩  李嘉琳  黃怡臻  柯佩汶  周妤珊  谷承軒

周玳君  楊雅筑  周雨慧  陳禹喬  謝秉諺  林柔岑

丁班  林志樫老師

黃詠聖  姚承佑  洪博航  陳宏輔  曾柏儒  蔡秉和  林君維  周奕宇  周柏勳

曾俊嘉  楊晉維  薛清陽  周梓翔  陳啟倫  陳祺峻  黃健治  許皓鈞  黃琇嬋

陳嘉怡  林韋汝  林莉雯  詹佩靜  蔡淑妏  蔡乙菁  曾育琳  柯雅羚  姚惠琳

周思妤  李思慧  陳軒萱  陳玉玲  陳美華  柯宣卉

戊班  曹潔心老師

陳浚富  周昱宏  林旻歆  莊子平  姚力元  陳伯杰  廖柏翰  周庭廣  陳乙驊

許峻笙  周書旭  陳智祈  李冠杰  蔡隆哲  黃智杰  周蕙萱  葉佩姍  周家瑜

蔡宜均  蔡芳廷  陳瑩芯  林佳蓁  陳怡瑄  李元綺  黃竹君  周雪琪  周佳瑩

周玟均  黃貞雯  張倩瑜  李婉琳  王薇琳  林澤宇

第六十四屆畢業生（民國九十八年畢）  

甲班  周斌國老師

柯韋嘉  黃偉郡  曾信維  陳宏銘  薛閏謙  黃祥悟  柯銘淇  黃耀鋒  汪奕辰  

曾詠薰  蔡泓棋  陳郁晨  張詠富  陳信延  葉志傑  艾欣震  潘建宏  廖婉妤  

蔡旻忞  周劭俞  林俞萱  吳思蓉  周慧鈴  周俞吟  呂羿蓁  張芸瑄  陳玉歆  

沈潔鈴  黃淑芬

乙班  黃子驥老師

郭鉦譯  黃建凱  江宗修  陳信壹  李冠毅  林瑋程  杜明洋  周紜煒  黃偉捷  

黃義勇  謝逸龍  周柏佑  陳志全  高培勛  陳賢安  林昱馨  呂柔臻  周芷稜  

蘇子涵  周孟萱  周孟瑩  黃珈榆  周芷薇  周宣頤  姚嫚萍  李佳欣  曾郁欣  

林羿廷  

丙班  葉芳玲老師

林智堃  楊旻軒  黃建勳  周翊哲  林冠旻  柯維恩  陳峻暉  姚冠宇  趙世儒  

蘇上智  李昕紘  王昱捷  柯季邦  周三源  柯孟辰  蔡孟彥  洪博淵  蔡尚寬  

姚立揚  林雅琳  周宜伶  曾筠庭  周亭君  林宜君  洪采嫻  黃珈純  汪筱堤  

周佳音  周冠妤  周佳儀  周佳諭  

丁班  柯鳳仙老師

周聖展  林建均  柯維恆  蔡文峰  柯孟鈞  張冠麒  姚惠元  周偉杰  周育城  

柯信嘉  姚東明  姚家瑋  柯昱夆  吳易嶸  姚典夆  姚靜嫻  曾子璇  周怡君  

吳佩瑄  李瑄娸  王靖惠  陳慧慈  趙玫香  林泙茹  周芷翎  林家閩  蕭宜阡  

黃于庭  

戊班  王秀蔥老師

黃栢勝  陳敬偉  林虹伯  顏佑昌  陳永欽  葉凱全  謝佳勳  周育園  陳維信  

林伯儒  姚銘鋒  姚俊宇  周宏育  黃俊達  林荐源  張家豪  林峻瑩  周芷瑩  

蘇家慈  林詩晴  陳綉禎  楊彩蜜  林佳渝  林彗蓉  柯欣儀  張鏡渝  黃雯琪  

張慧汝    

  

丙班  陳喜女老師

洪偉翔  黃國琳  洪嘉皓  曾智偉  李聖裕  姚呈穎  柯伯承  周士凱  黃祥鎰

柯智翔  李尉任  周萌偉  李宜臻  陳浩雲  林龍志  陳長凱  廖俋尊  陳鈞媛

陳佳怡  李嘉雯  姚心怡  周詩芸  姚欣儀  蘇千惠  薛伊婷  郭雅馨  王韻詞

林靖莉  周珮柔  蕭惠勻  柯貽臻  周宜君  林蜀怡  吳宜珊  陳雅琳

丁班  陳小鶴老師

陳威良  薛凱升  陳羽忠  張彥斌  林冠杰  柯柄舟  柯凱譯  蔡志強  柯旻奇

張詠盛  姚力升  李奕承  曾尉愷  周伯融  姚家祥  許煜祥  周妤宣  周佳姿

許桂瑛  周雅凌  鄭怡旻  陳宜琦  周冠妤  黃依婷  李嘉敏  王家心  王婉楨

林汶紜  周宜慧  周昱馨  柯含霈  周憶珊  柯佳伶  曾靖芳  洪堅柔

戊班  曹潔心老師

周志霖  柯閔丰  葉佳修  李明璋  陳品傑  姚宗延  柯發祥  周正偉  何松穎

陳雨翔  柯淳仁  姚信銓  周志鑫  李俊幟  陳彥助  陳穎利  李元莉  曾淑婷

姚欣瑩  柯平  蔡儀新  柯佳秀  張宸婕  周富萱  蕭琬蓉  吳思瑾  陳雅萍

李亞儒  李明珊  李靖羚  陳雅芬  周亞璇  戴慶薇  吳瑩  伍嘉詳

第六十二屆畢業生（民國九十六年畢）  

甲班  周斌國老師

黃承鈞  黃信富  陳明均  周宏懋  林成民  林建宏  周育豪  魏世豪  黃家彥

汪宥良  許文彰  李彥勳  蔡旺倫  柯振發  洪晟祐  柯又玄  吳昆龍  謝佳育

黃詩婷  許惠婷  黃品淳  陳宜君  姚宜盈  柯驊恩  蔡文棋  周倍君  周育靜

劉芸慈  蔡旻珈  林芸安  李姵妤

乙班  葉芳玲老師

周武鍠  薛仁傑  姚伯恩  周承伸  黃閔源  柯維耘  王昱翔  黃勇翔  薛清浩

蔡天霖  姚承鑫  黃信強  陳信瑋  李昀翰  周伯峻  蔡秉勳  張筱瑄  柯俞汝

姚霽家  洪春燕  林庭雅  柯柔安  林逸翎  周佳叡  姚雯鈞  高翎瑜  王薇萍

李盈瑩  周萱旻  周冠宇  林筱筑  柯直延  洪萱晏

丙班  柯得欽老師

李侑旻  黃國禎  林彥旻  黃聰昇  周宏維  曾志嘉  陳偉逸  曾柏憲  楊煒民

周育勳  黃文韋  姚東宏  侯佐螢  柯博承  姚詠昇  林書聖  柯廷憲  黃璟薇

周旻君  陳鈺欣  黃昕柔  張楦涵  姚盈均  林紘竹  汪宜萱  周閔慧  周宜澄

薛筌溱  曾昀潔  楊珊眉  陳思蒓  楊采容

丁班  黃子驥老師

周瑞豪  施善育  姚家恩  周承業  柯植騰  鄭兆容  周詠松  柯傑彬  薛政男

洪渝恒  柯翔宇  姚裕恆  曾上鑫  呂承威  李亞蓁  楊佩勳  顏薪紜  柯雅婷

陳依禪  周奕玟  李采柔  柯詠婷  朱安檥  洪伊臻  林惠貞  柯靜玟  陳佳宣

周雨萱  林芝葶  洪薔薇  蘇于晴

戊班  林俊良老師

張仲義  柯凱傑  柯宗道  周士閔  吳泰進  吳泰億  徐建鈞  鄧洛漳  蘇證中

王書偉  姚柏銘  丁偉恩  黃祥修  丁偉哲  柯明鴻  許毓真  周致晴  薛雅珍

黃婕瑜  黃亭禎  陳雅惠  林怡慧  陳瑩姿  姚冠毓  周雅真  曾姿潔  李亞潔

柯宛汝  黃于庭  周筱羚  李貞妮

第六十三屆畢業生（民國九十七年畢）

甲班  施亨遠老師

劉鈞洋  曾國丞  劉韋麟  柯柏全  吳至中  洪晨祐  姚俊毅  楊子鋧  陳建宏  

呂振瑋  周書鈺  周昇揚  洪璿崴  黃基發  李展呈  林予旋  姚家媛  姚伊宣  

蔡羽菁  林淑馨  曾羽樓  黃盈甄  姚采茵  黃子宜  王鈺云  潘如瑩  周書蔓  

王于嘉  姚冠語  周姿儀  楊彩瞳  周雅敏  周渝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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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班  李佳容老師

陳致圭  曾俊耀  鄭皓哲  李坤祐  李岱橙  柯昱廷  曾柏文  周予農  翁煜傑

李澄佑  蔡坤宏  周明鋒  周冠毅  林軒睿  尤子晨  王幼珊  周品霓  郭粟欣

洪郁婷  李玉婷  周庭妤  楊芝穎  姚羽妍  詹秀筠  楊季庭

戊班  蔡恩惠老師

薛俊辰  柯竑任  王世承  吳岳霖  許旻儒  王善生  李韋霆  黃羿堂  黃奕廷

王彥皓  何昱甫  楊承浩  洪羿亘  黃晏溱  楊佳閑  曾渝庭  姚亭亘  曾子柔

周絲淇  洪德傛  陳冠瑋  黃芷盈  葉芳妤  洪小淇

補校第一屆畢業生  (民國八十六年畢)

甲班  林美香老師

姚柯殽  林周盆  姚秋桂  李玉梅  柯清秀  柯明華  林秀琴  柯吉鳳  柯陳塩

柯碧蓮  王素珠  陳美華  雲黃耀  柯秀琴  王阿玉  周柯阿梅  劉黃阿幼

許黃貴美  姚呂素英  林曾評總  周曾阿評  姚柯梨霜  黃李淑英

周林火雪  林黃金葉  林愛  黃治

乙班  柯萬城老師

陳水練  楊月英  何梨珠  蔡招治  周阿富  陳金雪  黃寶珠  吳阿凉  姚桂美

柯秀麗  劉秀雲  王玉女  洪祝琴  柯蔡坐  曾柯準  姚麗卿  邱美雪  王瑞香

張瀗德  許周玉霞  林王阿秀  黃蔡秋桂  張許月娥  柯潘阿萍  柯陳秋英

周珠  陳改  顧巧

補校第二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年畢)

林美香老師

陳金庭  周秀暇  謝阿勉  姚阿綿  黃阿棉  黃素花  黃味蓉  黃月香  王子良

黃志忠  黃罔束  蔡秀貞

補校第三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三年畢)

甲班  林美香老師

柯姚罕  曾黃秋繡  陳花  林瓊花  姚柯勸  洪好  周寶芳  周張秀春

邱芳蘭  吳氏保鸞  潘氏翠  劉蘭香  阮氏蝶  黎氏菊  宋珊娣  黎氏鮮

蘇細蓮  黃紅嬌  阮氏耀青

補校第四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五年畢)

甲班  柯鳳仙

范氏翠鳳  范氏梅蕾  杜蒂  武氏水  謝妮達  柯龔蓓  范氏慶  周細娜

黎氏政  阮玉芳草

補校第五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七年畢)

甲班  黃柏琳

葉玉華  林維香  黎垂莊  王二妹  阮夢翠  范玉香  許曾冬  藍雪霞

武氏雪花  杜氏翠  宋碧齋攀  阮氏離  潘香蘭  梁彩英

補校第六屆畢業生  (民國九十九年畢)

甲班  朱菊蓮

溫惠珠  張月琴  柯妮雅  吳燕莉  李麗娜  阮莉大  朱麗蓉  鄧觀萍

燕蒂  張蒂娜  阮氏嫺  莫幸  邱麥司  洪阿美  薛金益

丙班  周斌國老師

周鴻鈞  林哲豪  洪宇呈  柯捷崴  黃俊翔  葉旂佑  蔡文易  詹光旭  林建佑

黃信人  顏華逸  鄭佳和  林承城  李宗勳  林俊旭  柯柏宇  周冠廷  姚佳琳

鄭莉盈  柯芹萍  李芷涵  林袀如  姚芷晴  李瑀萱  洪芯慧  柯玟甄  張語庭

陳禹橖

丁班  李佳容老師

李旻蔚  林俊佑  趙柏睿  王立儀  陳柏諺  黃羿瑋  陳東華  雲柏瑋  莊竣凱

趙晉呈  蔡孟桓  陳旭威  葉育愷  陳柏宇  王羿菱  施彥伃  林湘蓁  周宣瑄

柯雯瑄  楊卉媚  王韋蓁  洪榆婷  周佩蓉  王苙耘  周妤芊  林雅樺  許博翔

戊班  柯靜芝老師

李嘉文  呂中義  柯朝議  周子揚  薛棋翔  周恩玄  柯銘弘  姚育辰  陳玟睿

林秉賢  黃士菖  周詳育  曾柏諭  葉士弘  王世逸  黃安勝  陳琴宜  鄭宇希

周佩絹  林元筑  林子婷  柯芮蓁  周瑞怡  蔡郁欣  柯葦姍  姚佳薰  王浩萱

黃珮慈

第七十一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五年畢)    

甲班  陳小鶴老師

李旻原  梁桀倫  周南欣  游誠翰  李東宥  林禮佑  柯翔富  李宥揚  林承佑

柯宜宏  李傑城  游浚瑋  姚柏旭  陳家蓁  葉思辰  王郁方  周庭伃  林妤庭

周家伃  陳苡葳  柯芷喻  楊詠筑  柯采伶  何冠臻  李家宜  林云祈  

乙班  施亨遠老師

黃奕翔  周家禾  周郁展  李宗燦  莊善辰  陳禹諾  周建毅  柯俊亦  陳衍瑞

謝承欣  柯伯蒼  陳偉城  黃竣逸  王心瀚  姚宜彤  王婷鈺  周芮蓁  詹佩萱

蔡思伃  林姿頤  張依婕  黃文怡  黃杏渝  周芷瑄  姚沛辰  姚伃安  李煜墡

丙班  劉姿伶老師

陳奕廷  周茂宏  林家誠  陳劭宇  林奕陞  姚奇宏  洪晨祐  張駿瑋  陳學霖

周允信  徐博笙  林彥谷  李東霖  柯佑儒  雷翔茲  李䄱嫻  黃稚筑  柯昵君

趙品蓉  柯宛弦  王馨敏  鄭佳宜  曾怡禎  周柏妤  周佳嫻  陳佩岑  周品君

丁班  曹潔心老師

曾俊凱  林祐全  陳建富  楊東森  尹致強  周沂慶  陳忠偉  姚權祐  蔡幃紘

李冠明  周智偉  洪翊峻  周竑沅  李沅璋  周宜姍  林郁庭  周俞蓁  姚郁安

陳昱蓁  郭韋廷  周姸蓁  柯采妍  何沛玲  楊毓潔  黃晏如  王亮心  李翔竣

戊班  林志樫老師

黃廷晏  黃廷煒  劉冠夆  洪偉倫  林于淳  洪德凱  姚呈憲  柯佑勳  蔡昆逸

林昌育  林其宏  李建明  柯宇超  王政鈞  葉瑩甄  林芸安  柯翠潔  薛羽均

周育蓁  吳依玲  曾韋瑄  劉紜綺  楊佩蓉  王琬榆  何佩臻  曾苡絜  胡仕維

第七十二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六年畢)  

甲班  林俊良老師

周豈瑞  陳志名  吳祈宗  曾聖棨  葉剛廷  陳喬鈞  柯博鏹  姚詠翔  周承緯

馬世亭  張勝翔  曾志航  潘泯欣  周佩菁  曾心怡  周巧珊  許妤甄  周沛瑩

林芷瑩  林鈺臻  陳宥瑄  姚紫芹  李佳蓁  李沛蓉  謝晏婷

乙班  廖根毅老師

周侑霖  周稼富  林宥圻  林琦斐  邱昱豪  姚憲浩  張閔翔  郭子瑞  郭書淳

陳奕呈  黃建凱  黃晨曄  萬承皓  吳姵萱  李昱其  林怡瑄  林品瑄  柯佳蓉

洪珮怡  張曜麗  許庭瑜  陳禹瑜  陳虹君  曾伊珽  黃翊婷  王子濬

丙班  周玟慧老師

李健良  柯伯諺  洪仕斌  程修齊  鄭佳貴  薛裎諺  楊尚瑋  黃稚軒  陳奕安

黃淇葦  柯忠穎  曾柏仁  柯耀翔  楊季展  丁雨婕  薛紫吟  張御芫  柯佳安

姚紫芮  柯芮芳  王羿雯  葉宇庭  陳彥妤  周鈺佳  李育如

丁班  蔡恩惠老師

何宥德  周恆暉  周育呈  洪宗澤  陳俊佑  鄭宇智  周昱誠  李嘉芳  曾宥棋

黃柏璁  柯重亦  廖冠毓  鄧鈞瀚  蘇詠鉦  姚宥鵬  洪彥廷  曾昱傑  李和蓬

林思諭  林鈺庭  曾束禎  柯妙蓁  周郁庭  陳軒瑜  曾佳瑩  曾郁欣  趙梓吟

周佩瑜  張晏慈

戊班  蔡雅如老師

陳政瑀  柯奕宇  柯宗澤  梁珈豪  曾冠為  柯小龍  姚嘉裕  柯立庭  姚勝翔

林英琮  洪子程  柯尚霖  林翊城  林腓力  尤泓裕  陳冠瑋  姚玟如  黃羿萍

顏暄蓉  周亮妤  王喻萱  謝云宣  李心怡  蘇欣妤  陳美諭  盧思涵  周佳瑩

李宥緯

第六十九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三年畢)  

甲班  林志樫老師

黃祥祐  林金鴻  洪其義  柯泓志  周承詳  沈敬恩  周柏瑋  洪品竣  吳文侑

吳永冠  曾竣祥  黃玟錡  李開陽  葉孟如  陳佩妤  陳亭均  曾芷瑩  陳紋嫻

曾怜鳳  王薪語  何方瑜  蔡瑜真  周冠妤  潘美君  周雅芳  曾芷嫻  周莙珉

李琍絹

乙班  曹潔心老師

黃啟尹  張詒昂  陳宸翔  柯博騰  蔡易呈  黃信維  周栩弘  何振榮  陳昱廷

陳奕凱  黃勝佑  姚伯諺  周彥妤  林品雯  周心蘋  王俞婷  姚雯倩  柯沛璇

姚冠宇  柯欣慧  許琪翎  秦宇芊  曾筠鈞  王冠茵  洪郁茹  柯亭妤  周淑芬

蘇榆茜

丙班  施亨遠老師

林郁峯  周柏任  柯駿勝  陳冠任  李宥成  林宸寪  林冠華  周楷翔  周沛羿

洪伯沂  王貿新  陳政霖  周彥廷  洪芷昀  陳品涵  黃筠喬  李宣瑩  周芷盈

柯姿伃  柯念華  黃郁淋  辜恩祈  陳美雪  王喻儀  柯宗婕  黃佳盈  鄧聿荃

丁班  陳小鶴老師

柯呈諺  柯永諭  楊睿霖  張凱恩  趙冠瑋  劉瑋翔  姚枻辰  曾莨壹  姚力丰

周昶均  周允中  周良樺  柯威丞  許展豪  李宜珈  陳怡安  鄭竹均  偕俐雯

林品慈  陳思蓉  王子怡  楊雁淳  陳宜萱  陳宛琤  廖亭禎  林非比

戊班  劉姿伶老師

曾睿恩  陳名辰  姚荐傑  吳宥尚  曾韋翔  王俊捷  姚柏睿  柯茂騏  柯宗韋

周育任  王崇任  林彥成  李祐辰  姚瑾儒  周欣霈  柯妤萱  洪妤欣  林甜歆

李怡嫺  周芷葳  周昀萱  陳詩諭  林芷綺  林吟宣  洪梓芸  柯俞辰  林軒秀

第七十屆畢業生  (民國一０四年畢)    

甲班  廖根毅老師

李駿憲  賴文茂  周稜期  周昱廷  洪子晉  林永饀  陳顥文  王梓祥  陳柏達

周鉦儒  柯言儒  陳逸穎  林士朋  王秉崧  周彥廷  沈松儒  曾宥盛  王儷穎

蔡珮綺  沈潔樺  柯昕玫  黃伊滋  葉心慈  林慧欣  姚怡臻  曾郁婷  姚宜汝

柯葳妮  楊舒閑

乙班  周玟慧老師

陳浚毅  姚冠弘  陳彥均  林金華  蔡呈偉  周昭富  曾威銓  林慶俊  周岳承

洪梓菁  周致成  李家旭  姚均錡  陳佑宗  柯柏羽  姚旻成  黃詳凱  周鈺涵

程喬恩  姚昱辰  姚欣余  曾渝容  曾婉榛  洪筱艾  盧韻如  林敏瑄  林郁蓁

郭立祥

 補校第七屆畢業生  (民國一0二年畢)

甲班  朱菊蓮

劉黃阿幼  趙金菊  薛王秀香  洪黃秀花  曹艷翠  葛蕾絲  鄧氏美玲

徐美麗  阮燕莉

補校第八屆畢業生  (民國一0四年畢)

朱菊蓮老師

鄧艷媚  李洪英  盧樺明  潘玉梅  陳玉和

補校第九屆畢業生  (民國一0六年畢)

柯鳳仙老師

阮玄莊  黄氏日芳  范氏芳草  李月琴  黃治  柯秀絹  范嬌鶯

236 237

新
港

桃李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