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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杭遠 新生 備取36 38 周泊瑞 一年級 4班 正取

2 洪安妮 新生 正取 39 邱奕昕 一年級 4班 備取64

3 唐梓傑 新生 備取19 40 温怡鑫 一年級 4班 正取

4 張梓姚 新生 備取35 41 毛尚竑 一年級 5班 正取

5 莊佩盈 新生 正取 42 江品妍 一年級 5班 正取

6 許倢睿 新生 備取63 43 余亭萱 一年級 5班 備取62

7 曾靖宸 新生 備取5 44 李宥霖 一年級 5班 備取101

8 温昀霏 新生 備取60 45 周余恩 一年級 5班 備取80

9 黃政諭 新生 備取20 46 周昀陞 一年級 5班 備取103

10 萬和睿 新生 備取16 47 張睿軒 一年級 5班 備取69

11 廖芷誼 新生 備取43 48 黃鉑祐 一年級 5班 正取

12 廖思喬 新生 備取44 49 楊帛霖 一年級 5班 正取

13 蔡孟宸 新生 備取50 50 尤喜恩 一年級 6班 正取

14 鄭羽喬 新生 備取89 51 李祐鈞 一年級 6班 正取

15 戴佑竹 新生 備取109 52 梁芷庭 一年級 6班 備取68

16 鍾允銜 新生 正取 53 陳湘妮 一年級 6班 正取

17 鍾佩純 新生  正取 54 陳瑀黎 一年級 6班 備取47

18 易芯琪 一年級 1班 備取33 55 曾敏碩 一年級 6班 正取

19 翁瑀岑 一年級 1班 正取 56 游芷彤 一年級 6班 正取

20 陳易 一年級 1班 備取42 57 鍾佩沄 一年級 6班 正取

21 黃宥愷 一年級 1班 備取73 58 鍾岩希 一年級 6班 正取

22 楊誌玄 一年級 1班 正取 59 顏梓晴 一年級 6班 正取

23 盧思朵 一年級 1班 備取66 60 吳欣樺 一年級 7班 備取13

24 陳建均 一年級 2班 正取 61 耿晨榛 一年級 7班 備取23

25 陳語良 一年級 2班 正取 62 郭倢誠 一年級 7班 正取

26 劉芸榛 一年級 2班 正取 63 陳以信 一年級 7班 備取17

27 蔡佩璇 一年級 2班 正取 64 陳安新 一年級 7班 正取

28 謝覲陽 一年級 2班 備取72 65 顏辰軒 一年級 7班 正取

29 白恒 一年級 3班 正取 66 陳煒翔 二年級 5班 正取

30 施丞威 一年級 3班 正取 67 凃凱心 二年級 1班 正取

31 曾柏喬 一年級 3班 備取75 68 洪志麒 二年級 1班 正取

32 黃謙和 一年級 3班 正取 69 翁子叡 二年級 1班 正取

33 黃璿樺 一年級 3班 正取 70 張羿臻 二年級 1班 正取

34 葉禹莀 一年級 3班 正取 71 焦竟宸 二年級 1班 備取57

35 鄭群叡 一年級 3班 正取 72 蔡孟君 二年級 1班 備取97

36 羅凱琳 一年級 3班 備取96 73 林怡萍 二年級 2班 正取

37 李承峯 一年級 4班 備取98 74 洪宇辰 二年級 2班 備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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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張采蓉 二年級 2班 備取38 112 林昱丞 二年級 8班 正取

76 曹宇恩 二年級 2班 備取3 113 徐語辰 二年級 8班 備取95

77 陳姸之 二年級 2班 備取7 114 許誠勻 二年級 8班 備取78

78 楊淯晴 二年級 2班 正取 115 黃湘晴 二年級 8班 正取

79 楊淯翔 二年級 2班 正取 116 楊衍慶 二年級 8班 備取82

80 劉宥辰 二年級 2班 正取 117 白諶 三年級 1班 正取

81 鄭諭鴻 二年級 2班 正取 118 吳若豪 三年級 1班 備取21

82 王子元 二年級 3班 正取 119 姚日珅 三年級 1班 正取

83 周玟彤 二年級 3班 備取22 120 翁偲穎 三年級 1班 正取

84 凃閔心 二年級 3班 正取 121 陳囿緹 三年級 1班 正取

85 許春陽 二年級 3班 正取 122 黃子晉 三年級 1班 備取59

86 戴辰尚 二年級 3班 正取 123 廖昱翔 三年級 1班 正取

87 王希羽 二年級 4班 正取 124 鄭采婕 三年級 1班 正取

88 吳宇杰 二年級 4班 備取15 125 皮浚霖 三年級 2班 備取45

89 邱詠甯 二年級 4班 正取 126 李畇諠 三年級 2班 備取58

90 夏廷甄 二年級 4班 備取4 127 凃岱辰 三年級 2班 正取

91 陳克倫 二年級 4班 正取 128 倪澤宏 三年級 2班 正取

92 黃凱新 二年級 4班 備取88 129 郭宇晨 三年級 2班 正取

93 楊淳宇 二年級 4班 正取 130 郭嘉瑋 三年級 2班 備取18

94 蔡承翰 二年級 4班 備取81 131 陳靚 三年級 2班 備取6

95 高宇澤 二年級 5班 正取 132 黃莛彧 三年級 2班 正取

96 莊啓綸 二年級 5班 備取99 133 范邑丞 三年級 3班 備取90

97 楊雿非 二年級 5班 正取 134 許佑謙 三年級 3班 正取

98 吳亦芸 二年級 6班 正取 135 謝元瀚 三年級 3班 正取

99 吳洹寧 二年級 6班 備取102 136 方兆翔 三年級 4班 備取91

100 吳軒丞 二年級 6班 備取79 137 邱宇晨 三年級 4班 備取37

101 李羽婕 二年級 6班 備取85 138 陳仲麒 三年級 4班 備取10

102 姚宸祐 二年級 6班 備取87 139 童沁凱 三年級 4班 備取65

103 翁敏玲 二年級 6班 備取84 140 楊梓群 三年級 4班 正取

104 翁敏珍 二年級 6班 備取30 141 廖芸翊 三年級 4班 備取8

105 曹丞佑 二年級 6班 正取 142 蔡侑蓁 三年級 4班 正取

106 楊哲瑋 二年級 6班 正取 143 吳其倫 三年級 5班 備取106

107 劉伃倢 二年級 6班 備取86 144 張宸瑄 三年級 5班 備取56

108 龍彥妃 二年級 6班 備取70 145 游淳茹 三年級 5班 正取

109 方泉淋 二年級 7班 備取105 146 潘佳萱 三年級 5班 正取

110 吳奕斈 二年級 8班 正取 147 蔡姿妘 三年級 5班 正取

111 吳紹維 二年級 8班 備取46 148 朱帷綸 三年級 6班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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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吳梨安 三年級 6班 備取1 186 蔡孟倫 四年級 1班 正取

150 卓泳希 三年級 6班 備取41 187 鄧安捷 四年級 1班 正取

151 易疌妮 三年級 6班 備取29 188 鄭基愷 四年級 1班 備取14

152 郭倢妘 三年級 6班 正取 189 羅盈欣 四年級 1班 備取67

153 蔡宇恩 三年級 6班 正取 190 朱婕彤 四年級 2班 正取

154 李恩毓 三年級 7班 正取 191 卓千莉 四年級 2班 備取108

155 林莉晴 三年級 7班 備取51 192 邵筱婷 四年級 2班 正取

156 邵敬堯 三年級 7班 備取24 193 郭嘉宸 四年級 2班 備取54

157 張詠捷 三年級 8班 正取 194 黃喬紜 四年級 2班 備取94

158 許妍安 三年級 8班 備取100 195 蔡元智 四年級 2班 備取27

159 陳品捷 三年級 8班 備取61 196 謝忻岑 四年級 2班 備取74

160 温詠甯 三年級 8班 正取 197 何子儀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1 楊元陞 三年級 8班 備取9 198 吳采珈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2 楊晏翎 三年級 8班 正取 199 李亞沁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3 蕭詠安 三年級 8班 正取 200 邱楀喬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4 駱癸宇 三年級 8班 正取 201 陳映方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5 曾子瑄 五年級 1班 正取 202 黃意宸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6 邱翊珈 五年級 2班 備取40 203 蔡皇吉 四年級 3班 備取92

167 溫佑誩 五年級 2班 正取 204 鄧裕哲 四年級 3班 正取

168 王承加 五年級 3班 備取49 205 陳宥婷 四年級 4班 備取52

169 林柏彰 五年級 3班 備取39 206 黃楚仁 四年級 4班 備取12

170 陳沛妤 五年級 3班 正取 207 楊少涵 四年級 4班 備取104

171 黃翊宸 五年級 3班 備取2 208 魏子喻 四年級 4班 正取

172 劉愷恩 五年級 3班 備取76 209 林宥岑 四年級 5班 正取

173 朱喬筠 五年級 4班 正取 210 邱郁涵 四年級 5班 備取28

174 林祐瑄 五年級 4班 備取83 211 徐浩誠 四年級 5班 備取25

175 陳洪提 五年級 4班 正取 212 徐筱甯 四年級 5班 正取

176 楊之霆 五年級 4班 備取48 213 張采畇 四年級 5班 備取77

177 裴翊捷 五年級 4班 備取32 214 張彥崴 四年級 5班 備取34

178 林庭宇 五年級 5班 備取55 215 陳彥辰 四年級 5班 正取

179 張育瑄 五年級 5班 備取11 216 楊哲典 四年級 5班 備取53

180 陳宥慈 五年級 5班 正取 217 翁梓丹 四年級 6班 正取

181 林鈺萍 四年級 1班 正取 218 曾子瑜 四年級 6班 備取107

182 夏廷碩 四年級 1班 正取 219 鄭禾悅 四年級 6班 正取

183 徐子程 四年級 1班 備取71 220 謝瑞璟 四年級 6班 備取93

184 楊舒云 四年級 1班 正取 221 戴霈瑈 四年級 7班 正取

185 葉承睿 四年級 1班 備取31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