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量證號碼 報名序號 考生姓名 畢業國中 修正後申請鑑定方式 評量證號碼 報名序號 考生姓名 畢業國中 修正後申請鑑定方式

111001 12 陳○宇 七賢國中 初試 111059 7 陳○揚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2 24 周○羿 七賢國中 初試 111060 57 許○恪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3 101 林○璞 七賢國中 初試 111061 61 郭○銪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4 66 張○睿 三民國中 初試 111062 64 郭○恩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5 68 黃○祐 三民國中 初試 111063 70 郭○洋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6 125 古○裕 大義國中 初試 111064 83 林○妤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7 73 黃○萱 小港國中 初試 111065 89 林○蓁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8 98 謝○哲 中山國中 初試 111066 107 林○澔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09 95 陳○齊 中正國中 初試 111067 110 傅○嘉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0 150 胡○菡 中庄國中 初試 111068 113 蔡○睿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1 45 胡○維 五甲國中 初試 111069 114 陳○季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2 47 林○憲 五甲國中 初試 111070 118 余○緯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3 103 張簡○軒 五甲國中 初試 111071 120 洪○宏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4 137 陳○芯 五甲國中 初試 111072 122 林○宇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5 176 林○愷 五甲國中 初試 111073 128 吳○誠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6 6 謝○庭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4 135 陳○杰 陽明國中 初試

111017 18 陳○穎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5 144 尤○穎 溪埔國中 初試

111018 20 黃○宏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6 138 林○伊 道明國中 初試

111019 21 王○諺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7 167 張○豪 道明國中 初試

111020 22 鄭○恩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8 3 林○蕾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1 44 張○睿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79 4 陳○郁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2 50 滿○宇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0 36 邱○彥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3 51 劉○鈞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1 37 楊○鈞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4 52 柯○睿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2 43 趙○銘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5 90 鄭○瑀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3 56 黃○愷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6 104 衣○凡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4 82 洪○芊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7 166 廖○隆 五福國中 初試 111085 158 陳○澄 福山國中 初試

111028 42 柳○恆 文府國中 初試 111086 123 陳○愷 福誠高中國中部 初試

111029 175 吳○儀 右昌國中 初試 111087 100 蘇○仁 福誠高中國中部 初試

111030 58 宋○哲 正興國中 初試 111088 106 郭○傑 福誠國中 初試

111031 78 吳○恩 正興國中 初試 111089 13 陳○儒 鳳山國中 初試

111032 39 曾○軒 立志中學 初試 111090 19 江○儀 鳳甲國中 初試

111033 14 陳○廷 立志國中 初試 111091 132 潘○元 鳳甲國中 初試

111034 86 蕭○昀 光華國中 初試 111092 136 王○翔 鳳甲國中 初試

111035 160 翁○言 育仁中學 初試 111093 140 李○嫻 鳳甲國中 初試

111036 92 許○瑜 岡山國中 初試 111094 147 劉○柔 鳳甲國中 初試

111037 159 李○碩 明正國中 初試 111095 111 曾○鈞 鳳西國中 初試

111038 11 李○杰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96 115 李○恩 鳳西國中 初試

111039 28 邱○柏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97 116 張簡○恩 鳳西國中 初試

111040 30 余○謙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98 129 蔡○恩 鳳西國中 初試

111041 32 陳○安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99 148 宋○儒 鳳翔國中 初試

111042 35 吳○祐 明華國中 初試 111100 55 倪○廷 龍華國中 初試

111043 40 陳○翔 明華國中 初試 111101 34 涂○培 鹽埕國中 初試

111044 81 鍾○軒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45 134 陳○霖 明華國中 初試

111046 105 顏○宥 明義國中 初試

111047 91 許○甯 青年國中 初試

111048 146 簡○佳 青年國中 初試

111049 174 柯○芳 青年國中 初試

111050 173 李○晴 前金國中 初試

111051 79 林○安 南榮國中 初試

111052 151 蔡○穎 苓雅國中 初試

111053 165 張○荃 英明國中 初試

111054 53 陳○宇 國昌國中 初試

111055 54 林○竣 國昌國中 初試

111056 170 曾○羚 陸興中學 初試

111057 172 曹○瑀 復華中學 初試

111058 27 盧○允 復華國中 初試

參加7月27日初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