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109年級 姓名 序號 109年級 姓名 序號 109年級 姓名 序號 109年級 姓名

1 110學年新生 王廷維 41 一年級新生 邱羿慈 81 一年級新生 蔡亦晴 121 三年級 謝林玲

2 110學年新生 何子桀 42 一年級新生 金宜萱 82 一年級新生 蔡佳蓁 122 三年級 藍子晴

3 110學年新生 施迪允 43 一年級新生 施苡柔 83 一年級新生 鄭元晴 123 五年級 王岦恩

4 110學年新生 張淑恩 44 一年級新生 唐翊凱 84 一年級新生 鄭采婷 124 五年級 林志蓁

5 110學年新生 劉晨華 45 一年級新生 張安倢 85 一年級新生 駱勁安 125 五年級 莊亦承

6 一年級 田旭硯 46 一年級新生 張浚瑋 86 一年級新生 龍威廷 126 五年級 陳子祈

7 一年級 吳宇恩 47 一年級新生 許立辰 87 一年級新生 鍾育秈 127 五年級 陳信夫

8 一年級 杜彥穎 48 一年級新生 許妍寧 88 一年級新生 鍾欣馨 128 五年級 陳韋伶

9 一年級 沈展緯 49 一年級新生 許芝禾 89 一年級新生 簡伶真 129 五年級 應采芳

10 一年級 林翌寬 50 一年級新生 許芯榕 90 一年級新生 藍敬翔 130 五年級 謝韶華

11 一年級 張淑婷 51 一年級新生 許采而 91 一年級新生 蘇映璇 131 五年級 蘇佑昇

12 一年級 莊智翔 52 一年級新生 郭孟哲 92 二年級 王儷淇 132 五年級 鐘誌宏

13 一年級 許祐嘉 53 一年級新生 陳小萱 93 二年級 朱廷曜 133 四年級 何子洋

14 一年級 陳彥維 54 一年級新生 陳兆邦 94 二年級 何妤婷 134 四年級 余品毅

15 一年級 揚萱如 55 一年級新生 陳宇亮 95 二年級 李欣恬 135 四年級 吳宇恩

16 一年級 裴奕翔 56 一年級新生 陳宗暐 96 二年級 林宇謙 136 四年級 吳致穎

17 一年級 劉德宥 57 一年級新生 陳品璇 97 二年級 林嘉恩 137 四年級 宋佩欣

18 一年級 應薰葦 58 一年級新生 陳姵穎 98 二年級 洪楷婷 138 四年級 宋讚

19 一年級 戴伯丞 59 一年級新生 陳姿妤 99 二年級 張坤廉 139 四年級 李品彥

20 一年級 鍾伯奎 60 一年級新生 陳威鑫 100 二年級 陳至善 140 四年級 杜彥澄

21 一年級新生 方琦瑩 61 一年級新生 陳柏維 101 二年級 陳柏沅 141 四年級 杜彥澄

22 一年級新生 方芯憶 62 一年級新生 陳柔之 102 二年級 曾晴 142 四年級 林彤恩

23 一年級新生 王宥庭 63 一年級新生 陳禹安 103 二年級 黃可忻 143 四年級 洪丞亮

24 一年級新生 江長翰 64 一年級新生 陳學諭 104 二年級 黃幃酩 144 四年級 郭子琪

25 一年級新生 江長諺 65 一年級新生 麥晨暘 105 二年級 楊浩辰 145 四年級 陳怡君

26 一年級新生 江苡晴 66 一年級新生 曾宇婕 106 二年級 蔡宜辰 146 四年級 陳豪綸

27 一年級新生 何秉宸 67 一年級新生 童沁璿 107 二年級 應采妏 147 四年級 游子蓉

28 一年級新生 何品希 68 一年級新生 黃采潔 108 二年級 謝仲倫 148 四年級 黃靖雯

29 一年級新生 吳秉弦 69 一年級新生 黃品心 109 二年級 鍾亞皓 149 四年級 藍予彤

30 一年級新生 吳與倫 70 一年級新生 黃鈺芯 110 三年級 李旭紳 150 四年級 蘇佑珉

31 一年級新生 李亞芯 71 一年級新生 楊子薇 111 三年級 李家如

32 一年級新生 李奕鋐 72 一年級新生 楊昆霖 112 三年級 徐凡勝

33 一年級新生 李家豪 73 一年級新生 溫品緁 113 三年級 翁羽翔

34 一年級新生 李宸寧 74 一年級新生 詹筑茵 114 三年級 張宸睿

35 一年級新生 沈芯蕾 75 一年級新生 劉艾霏 115 三年級 章舒淇

36 一年級新生 周沛瑄 76 一年級新生 劉依晴 116 三年級 游乙軒

37 一年級新生 易祐成 77 一年級新生 劉炫辰 117 三年級 黃襄華

38 一年級新生 林何守 78 一年級新生 劉禹希 118 三年級 楊鈺萍

39 一年級新生 花李芮菲 79 一年級新生 歐梓元 119 三年級 廖柏睿

40 一年級新生 邱羽彤 80 一年級新生 潘宗靖 120 三年級 鄭宇程

110學年課後照顧班-優先錄取學生名單，共150人(含特教學生47人+一年級新生5/21前報名優先錄取學生

+110一至六年級google表單報名，具優先錄取之原民、低收及教職員工子女共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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