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初試等350人 

國二1 林育諭 國二1 黎昀翰 國二2 林襄婷 國二2 曹鈞貴 國二3 莊凱程 

國二3 許雯媛 國二3 黃歆珉 國二3 黃齊緯 國二3 趙俊閎 國二3 李耘慈 

國二3 王品茜 國二3 翁旻醇 國二5 王暄雅 國二5 石英琪 國二5 吳尹茜 

國二5 李冠郁 國二5 羅翊桓 國二5 沙奕霆 國二5 周佳穎 國二5 林子茵 

國二5 范揚靖 國二5 徐寧謐 國二5 許睿宇 國二5 趙晞宇 國二5 陳仕穎 

國二5 黃沛琪 國二5 黃奕瑄 國二5 葉宸熙 國二5 郭珈 國二5 賴宣妏 

國二5 賴柏恩 國二5 謝秉辰 國二5 謝筑慧 國二5 闕婕羽 國二5 王品絮 

國二5 王柏鈞 國三3 楊翰偉 國三3 黃瓊玟 國三3 黃 喬 國三3 楊博恩 

國三3 蔡見欣 國三3 蕭姍群 國三3 王柏翔 國三2 呂安棋 國三4 李宗祐 

國三4 林品寬 國三4 林家妤 國三4 胡智綦 國三4 陳思安 國三4 陳思璇 

國三4 陳郁升 國三4 蔡智閔 國三4 沈郁翔 國三4 蔡易展 國三4 蔡嘉綺 

國三4 陳奕安 國三4 鄭佩庭 國三4 賴柏儒 國三4 蕭詣翰 國三4 鄧筑云 

國三4 羅淯民 國三4 楊智翔 國三4 石芯瑜 國三4 呂楷寧 國三5 呂佳翰 

國三5 李逸華 國三5 周雨萱 國三5 林宜君 國三5 林筠家 國三5 洪頎勛 

國三5 翁健程 國三5 張原榜 國三5 魏誠德 國三5 許棕昱 國三5 郭子詰 

國三5 陳佩辰 國三5 陳思成 國三5 陳昱丞 國三5 陳瑋晨 國三5 陳薇羽 

國三5 曾伯瑋 國三5 黃之謙 國三5 黃宜蓁 國三5 黃敬倫 國三5 楊謹鴻 

國三5 趙笙宇 國三5 蔡沛清 國三5 蔡執競 國三5 鄭兆玹 國三5 蕭詠真 

國三5 賴薈之 國三5 蘇修妍 國三5 黃意晴 國三5 劉易璿 國三5 莊雅涵 

國三5 蔡智堯 國三5 劉又孺 國三5 王靖貽 國三5 吳昀達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初試等350人 

高一忠 侯崴方 高一忠 洪瑋璘 高一忠 余佳凌 高一忠 林于森 高一忠 林柏言 

高一忠 陳奕廷 高一忠 項文秀 高一忠 張又文 高一忠 許宥瑩 高一忠 陳旻萱 

高一忠 蘇紹稷 高一忠 蔡沛宏 高一忠 黃渝恩 高一忠 葉宛瑜 高一孝 沈亭妘 

高一孝 張皓宜 高一孝 曾偉誠 高一孝 林欣葶 高一孝 林家羚 高一孝 段奕勤 

高一仁 江建勳 高一仁 李宇翔 高一仁 毛政昇 高一仁 王祉筌 高一仁 王鼎元 

高一仁 許烜榕 高一仁 陸淯朋 高一仁 周冠廷 高一仁 林承澤 高一仁 林欣玫 

高一仁 賴宣蓉 高一仁 蕭渝蓓 高一仁 黃永詠 高一仁 黃睿程 高一愛 王品竣 

高一愛 石恆瑄 高一愛 朱姵璇 高一愛 王政閔 高一愛 王湘妤 高一愛 古家名 

高一愛 吳旻勳 高一愛 吳祥楨 高一愛 朱雁丞 高一愛 何宜臻 高一愛 吳佳嬑 

高一愛 李 峻 高一愛 李偉豪 高一愛 呂逸華 高一愛 李育欣 高一愛 李宗耿 

高一愛 柯昱任 高一愛 洪昱犀 高一愛 林郁凱 高一愛 柯丁立 高一愛 康家豪 

高一愛 曹博閎 高一愛 梁婉玲 高一愛 翁子琳 高一愛 翁蘿淇 高一愛 張育瑞 

高一愛 章珉禎 高一愛 喬怡安 高一愛 莊繹叡 高一愛 許瓊云 高一愛 陳思如 

高一愛 蔡秉杙 高一愛 蔡奕農 高一愛 黃靖芸 高一愛 蔡沛倪 高一愛 蔡承修 

高一愛 蕭雅馨 高一愛 賴祉翔 高一愛 鄭翔仁 高一愛 鄭毓靜 高一愛 蕭凱澤 

高一愛 鍾伃琪 高一愛 魏文宏 高一愛 謝佳峻 高一信  高一信 戴均羽 

高一信 江建賢 高一信 吳曼全 高一信 林致廣 高一信 張心蘋 高一信 許碩元 

高一信 陳怡君 高一信 陳威霖 高一信 游沛慈 高一信 黃云翎 高一信 黃炫瑞 

高一信 劉崴愷 高一信 蔡宗恩 高一信 鄧雅云 高二忠 顏啟祐 高二忠 蘇修乙 

高二忠 王瑋彤 高二忠 王 駿 高二忠 胡蕙璿 高二忠 何欣恬 高二忠 施語軒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初試等350人 

高二忠 田 欣 高二忠 陳怡伶 高二忠 侯志穎 高二忠 陳映汝 高二忠 黃稚婷 

高二忠 陳韋廷 高二忠 彭書芹 高二忠 黃宏典 高二忠 黃奕嘉 高二忠 葉晏伃 

高二忠 劉宣旻 高二忠 鄭家謙 高二忠 盧姿岑 高二忠 戴嘉昱 高二忠 闕湘縈 

高二孝 簡于哲 高二孝 黃莞茜 高二孝 王宥心 高二孝 陳 震 高二仁 黃鈺婷 

高二仁 葉家佑 高二仁 李逸群 高二仁 蔡定穎 高二仁 張瀞云 高二仁 郭美汎 

高二仁 黃大信 高二愛 蘇承言 高二愛 黃羽呈 高二愛 方偉丞 高二愛 李 芸 

高二愛 周靖翔 高二愛 何欣樺 高二愛 林宜賢 高二愛 林駿宏 高二愛 張傑崴 

高二愛 陳怡瑄 高二愛 陳信豪 高二愛 陳時逸 高二愛 陳逸軒 高二愛 黃莉淇 

高二愛 黃詠琪 高二愛 劉俊億 高二愛 蔡孟蓉 高二愛 賴學鋐 高二愛 羅元廷 

高二愛 羅凱民 高二信 賴映儒 高二信 謝憶仙 高二信 何欣茹 高二信 李宜潓 

高二信 李昱緯 高二信 林均薇 高二信 沈致遠 高二信 林芳伃 高二信 侯致安 

高二信 洪佩絹 高二信 洪廉涵 高二信 翁敬為 高二信 高瑋均 高二信 張 鎰 

高二信 陳采沁 高二信 陳亮圻 高二信 陳奕潤 高二信 陳宣竹 高二信 陳柏沂 

高二信 葉全真 高二信 黃友瑄 高二信 陳建宇 高二信 蔡尚哲 高二信 蔡瀞萱 

高三忠 賴政穎 高三忠 戴蓓心 高三忠 何芸青 高三忠 吳心誼 高三忠 吳昀珊 

高三忠 林妏潔 高三忠 邱鉦翔 高三忠 柳念晴 高三忠 張喻涵 高三忠 許奕琦 

高三忠 許馨予 高三忠 陳孜瑜 高三忠 陳軒齊 高三忠 黃子綺 高三忠 黃家穎 

高三忠 黃暄貽 高三忠 黃馨平 高三忠 劉韋劭 高三忠 蔡雲卿 高三忠 鄧詔豈 

高三忠 蕭惠璇 高三孝 黃昱翔 高三孝 葉耕宏 高三孝 江彥良 高三孝 林佳蓉 

高三孝 林建廷 高三孝 柯世鈞 高三孝 洪培珊 高三仁 蘇宜君 高三仁 黃婷暄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初試等350人 

高三仁 何玟誼 高三仁 林冠逸 高三仁 黃珮雲 高三愛 賴怡惠 高三愛 羅時亨 

高三愛 古浚義 高三愛 石桓齊 高三愛 何宗倫 高三愛 吳欣怡 高三愛 吳冠誼 

高三愛 李翊誠 高三愛 周宜禎 高三愛 林佩璇 高三愛 翁宇彤 高三愛 張尚恩 

高三愛 張秉睿 高三愛 許加欣 高三愛 郭芷茵 高三愛 陳品融 高三愛 陳慶霖 

高三愛 傅愉婷 高三愛 黃宜珮 高三愛 黃馨平 高三愛 廖爵詳 高三愛 蔡馨慧 

高三愛 蕭綜萬 高三信 魏嘉妤 高三信 沈立琦 高三信 王昱翔 高三信 吳婕詒 

高三信 何佳原 高三信 李柏勳 高三信 邱譯平 高三信 侯亭宇 高三信 翁毓凱 

高三信 張雅涵 高三信 陳柏宇 高三信 黃晟瑋 高三信 黃荺茹 高三信 黃楷佑 

高三信 黃靖樺 高三信 趙翊鈞 高三信 劉家沛 高三信 扈家揚 高三義 蔡旻家 

高三義 蔡昀融 高三義 王思涵 高三義 吳承澤 高三義 簡銘寬 高三義 張博翔 

高三義 蔡佩珣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複試等200人 

國二1 黎昀翰 國二2 林襄婷 國二5 王柏鈞 國二5 王暄雅 國二5 李冠郁 

國二5 羅翊桓 國二5 沙奕霆 國二5 徐寧謐 國二5 陳仕穎 國二5 黃奕瑄 

國二5 葉宸熙 國二5 趙晞宇 國二5 賴宣妏 國二5 王品絮 國三4 林家妤 

國三4 蔡智閔 國三4 蔡易展 國三4 鄭佩庭 國三4 呂楷寧 國三5 呂佳翰 

國三5 李逸華 國三5 林宜君 國三5 洪頎勛 國三5 張原榜 國三5 魏誠德 

國三5 陳佩辰 國三5 陳思成 國三5 陳昱丞 國三5 陳薇羽 國三5 曾伯瑋 

國三5 黃宜蓁 國三5 趙笙宇 國三5 蕭詠真 國三5 賴薈之 國三5 黃意晴 

國三5 劉易璿 國三5 莊雅涵 國三5 蔡智堯 國三5 吳昀達 高一忠 林于森 

高一忠 張又文 高一忠 項文秀 高一忠 蔡沛宏 高一忠 蘇紹稷 高一忠 余佳凌 

高一孝 段奕勤 高一孝 沈亭妘 高一仁 江建勳 高一仁 林柏成 高一仁 施沛妏 

高一仁 黃睿程 高一仁 蕭渝蓓 高一仁 毛政昇 高一愛 古家名 高一愛 石恆瑄 

高一愛 朱姵璇 高一愛 朱雁丞 高一愛 何宜臻 高一愛 吳旻勳 高一愛 吳祥楨 

高一愛 呂逸華 高一愛 李宗耿 高一愛 李 峻 高一愛 李偉豪 高一愛 林郁凱 

高一愛 柯丁立 高一愛 柯昱任 高一愛 洪昱犀 高一愛 翁子琳 高一愛 翁蘿淇 

高一愛 康家豪 高一愛 張育瑞 高一愛 曹博閎 高一愛 梁婉玲 高一愛 許瓊云 

高一愛 陳思如 高一愛 章珉禎 高一愛 喬怡安 高一愛 黃靖芸 高一愛 蔡沛倪 

高一愛 蔡承修 高一愛 蔡秉杙 高一愛 蔡奕農 高一愛 鄭翔仁 高一愛 鄭毓靜 

高一愛 蕭凱澤 高一愛 蕭雅馨 高一愛 謝佳峻 高一愛 鍾伃琪 高一愛 魏文宏 

高一愛 王品竣 高一信 許碩元 高一信 陳威霖 高一信 游沛慈 高一信 黃云翎 

高一信 黃炫瑞 高一信 劉崴愷 高一信 鄧雅云 高一信 蔡宗恩 高一信 江建賢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初級複試等200人 

高一信 賴姿媖 高二忠 田 欣 高二忠 胡蕙璿 高二忠 陳映汝 高二忠 葉晏伃 

高二忠 王 駿 高二忠 何欣恬 高二忠 陳怡伶 高二忠 彭書芹 高二忠 盧姿岑 

高二忠 黃宏典 高二忠 戴嘉昱 高二忠 黃奕嘉 高二忠 王瑋彤 高二孝 侯玟妤 

高二仁 郭美汎 高二仁 蔡定穎 高二愛 何欣樺 高二愛 張傑崴 高二愛 陳信豪 

高二愛 林駿宏 高二愛 周靖翔 高二愛 林宜賢 高二愛 陳怡瑄 高二愛 陳時逸 

高二愛 陳逸軒 高二愛 黃詠琪 高二愛 蔡孟蓉 高二愛 羅元廷 高二愛 蘇承言 

高二愛 黃莉淇 高二愛 劉俊億 高二愛 賴學鋐 高二愛 羅凱民 高二愛 黃羽呈 

高二愛 李 芸 高二信 林芳伃 高二信 洪佩絹 高二信 高瑋均 高二信 陳亮圻 

高二信 李昱緯 高二信 侯致安 高二信 翁敬為 高二信 張 鎰 高二信 陳奕潤 

高二信 陳柏沂 高二信 陳建宇 高二信 蔡尚哲 高二信 蔡瀞萱 高二信 賴映儒 

高二信 謝憶仙 高二信 李宜潓 高三忠 許馨予 高三忠 黃子綺 高三忠 黃馨平 

高三忠 何芸青 高三忠 邱鉦翔 高三忠 陳軒齊 高三忠 黃家穎 高三忠 劉韋劭 

高三忠 蕭惠璇 高三忠 賴政穎 高三忠 戴蓓心 高三忠 吳心誼 高三仁 林冠逸 

高三仁 黃珮雲 高三仁 何玟誼 高三愛 吳冠誼 高三愛 周宜禎 高三愛 翁宇彤 

高三愛 古浚義 高三愛 吳欣怡 高三愛 李翊誠 高三愛 林佩璇 高三愛 張尚恩 

高三愛 張秉睿 高三愛 郭芷茵 高三愛 陳慶霖 高三愛 黃宜珮 高三愛 廖爵詳 

高三愛 許加欣 高三愛 陳品融 高三愛 傅愉婷 高三愛 黃馨平 高三愛 蔡馨慧 

高三愛 賴怡惠 高三愛 羅時亨 高三愛 石桓齊 高三信 吳婕詒 高三信 李柏勳 

高三信 邱譯平 高三信 黃晟瑋 高三信 黃荺茹 高三信 黃靖樺 高三信 扈家揚 

高三信 沈立琦 高三信 王昱翔 高三義 吳承澤 高三義 蔡佩珣 高三義 王思涵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中級初試等74人 

國二5 羅翊桓 國二5 賴宣妏 國三5 吳昀達 國三5 張原榜 國三5 陳昱丞 

國三5 林煜翔 高一忠 吳秉聰 高一仁 李嘉蓉 高一仁 張恆睿 高一愛 何宜臻 

高一愛 石恆瑄 高一愛 吳祥楨 高一愛 呂逸華 高一愛 柯昱任 高一愛 康家豪 

高一愛 曹博閎 高一愛 梁婉玲 高一愛 陳思如 高一愛 喬怡安 高一愛 蕭雅馨 

高一愛 謝佳峻 高一愛 鍾伃琪 高一信 石敬豪 高一信 趙英淇 高二忠 胡蕙璿 

高二忠 陳映汝 高二忠 歐陽霈霖 高二忠 盧姿岑 高二孝 吳中瑋 高二孝 吳思璇 

高二孝 李勝凱 高二孝 楊景茵 高二愛 張傑崴 高二愛 陳逸軒 高二愛 黃愷翔 

高二愛 林宜賢 高二愛 羅元廷 高二愛 陳信豪 高二愛 黃莉淇 高二愛 劉俊億 

高二愛 林駿宏 高二愛 蘇承言 高二愛 黃羽呈 高二信 林芳伃 高二信 陳奕潤 

高二信 賴映儒 高三忠 何芸青 高三忠 吳心誼 高三忠 黃馨平 高三忠 賴政穎 

高三忠 黃家穎 高三忠 黃子綺 高三忠 許馨予 高三忠 蘇意雯 高三忠 戴蓓心 

高三忠 謝昕庭 高三孝 鄭惟騰 高三仁 游穎傑 高三愛 石桓齊 高三愛 吳昀樺 

高三愛 張尚恩 高三愛 許加欣 高三愛 黃宜珮 高三愛 吳尚諭 高三愛 吳冠誼 

高三愛 張秉睿 高三愛 傅愉婷 高三愛 賴怡惠 高三愛 羅時亨 高三信 扈家揚 

高三信 陳柏宇 高三信 魏嘉妤 高三義 王思涵 高三義 蔡佩珣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中級複試等20人 

國三5 林煜翔 高一愛 石恆瑄 高一愛 柯昱任 高一愛 蕭雅馨 高一信 石敬豪 

高二愛 林駿宏 高二愛 張傑崴 高二愛 陳信豪 高二愛 羅元廷 高二信 林芳伃 

高三忠 何芸青 高三忠 許馨予 高三仁 游穎傑 高三愛 石桓齊 高三愛 吳昀樺 

高三愛 吳冠誼 高三愛 張尚恩 高三愛 傅愉婷 高三愛 黃宜珮 高三信 扈家揚 

102學年度下學期已通過英檢中高級初試等3人 

高三愛 石桓齊 高三愛 張尚恩 高三愛 黃宜珮 

嘉華中學全體師生及家長同賀!!! 103.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