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編號 姓名 畢業國中名稱 報到編號 姓名 畢業國中名稱 報到編號 姓名 畢業國中名稱 報到編號 姓名 畢業國中名稱

0001 孔〇睿 縣立國風國中 0111 邱〇儒 縣立美崙國中 0221 曾〇 縣立花崗國中 0331 謝〇佑 縣立花崗國中

0002 方〇安 縣立國風國中 0112 邱〇樺 縣立國風國中 0222 曾〇宸 縣立花崗國中 0332 謝〇峻 縣立國風國中

0003 方〇玄 縣立美崙國中 0113 邱〇哲 縣立國風國中 0223 温〇儒 縣立宜昌國中 0333 謝〇叡 縣立自強國中

0004 方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114 邱〇芳 縣立花崗國中 0224 温〇安 縣立宜昌國中 0334 謝〇廷 縣立國風國中

0005 方〇佑 縣立宜昌國中 0115 姚〇詳 縣立壽豐國中 0225 游〇康 縣立自強國中 0335 鍾〇驊 縣立宜昌國中

0006 王〇騏 縣立國風國中 0116 姚〇杰 縣立國風國中 0226 游〇瑞 縣立花崗國中 0336 鍾〇安 縣立花崗國中

0007 王〇崴 縣立自強國中 0117 姚〇安 縣立國風國中 0227 游〇閔 縣立國風國中 0337 鍾〇澔 縣立玉里國中

0008 王〇文 縣立美崙國中 0118 洪〇駿 縣立鳳林國中 0228 程〇叡 縣立花崗國中 0338 鍾〇亨 縣立玉里國中

0009 王〇瀚 縣立花崗國中 0119 胡〇豪 縣立國風國中 0229 陽〇誠 縣立化仁國中 0339 鍾〇吉 縣立國風國中

0010 王〇文 縣立玉東國中 0120 胡〇實 縣立自強國中 0230 黃〇育 縣立花崗國中 0340 簡〇豪 縣立國風國中

0011 王〇仕 縣立花崗國中 0121 胡〇瑜 縣立國風國中 0231 黃〇任 縣立花崗國中 0341 簡〇霆 縣立國風國中

0012 王〇誠 縣立國風國中 0122 孫〇英 縣立國風國中 0232 黃〇鈞 縣立國風國中 0342 簡〇叡 縣立瑞穗國中

0013 王〇軍 縣立花崗國中 0123 徐〇朋 縣立花崗國中 0233 黃〇棋 縣立國風國中 0343 藍〇軒 縣立花崗國中

0014 古〇翰 縣立花崗國中 0124 徐〇楓 縣立宜昌國中 0234 黃〇翔 縣立國風國中 0344 闕〇翔 縣立國風國中

0015 田〇升 縣立花崗國中 0125 徐〇微 縣立花崗國中 0235 黃〇維 縣立國風國中 0345 顏〇祐 縣立宜昌國中

0016 田〇安 縣立自強國中 0126 徐〇洋 縣立宜昌國中 0236 黃〇 縣立花崗國中 0346 魏〇章 縣立花崗國中

0017 田〇奕愷 縣立秀林國中 0127 徐〇齊 縣立美崙國中 0237 黃〇杰 縣立國風國中 0347 魏〇原 縣立宜昌國中

0018 田〇安 縣立花崗國中 0128 徐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238 黃〇軒 縣立宜昌國中 0348 羅〇閎 縣立瑞穗國中

0019 向〇洋 縣立宜昌國中 0129 挪〇．彼嶺 縣立花崗國中 0239 黃〇翔 縣立花崗國中 0349 羅〇辰 縣立國風國中

0020 朱〇驛 縣立國風國中 0130 秦〇 縣立瑞穗國中 0240 黃〇翔 縣立壽豐國中 0350 羅〇 縣立花崗國中

0021 朱〇緯 縣立國風國中 0131 秦〇譯 縣立豐濱國中 0241 黃〇哲 縣立花崗國中 0351 羅〇凱 臺東縣立卑南國中

0022 朱〇和 縣立富源國中 0132 秦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242 黃〇盛 縣立花崗國中 0352 羅〇承暐 縣立國風國中

0023 江〇柏 縣立國風國中 0133 袁〇銘 縣立花崗國中 0243 黃〇文 臺東縣立池上國中 0353 蘇〇穩 縣立美崙國中

0024 何〇傑 臺東縣立池上國中 0134 馬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244 黃〇傑 縣立玉里國中 0354 蘇〇楷 縣立國風國中

0025 何〇疄 縣立花崗國中 0135 高〇寰 縣立國風國中 0245 黃〇安 縣立花崗國中 0355 蘇〇丞 縣立國風國中

0026 何〇諭 縣立花崗國中 0136 高〇恩 縣立鳳林國中 0246 黃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356 吳〇睿 宜昌國中

0027 何〇叡 縣立花崗國中 0137 偕〇諺 縣立玉里國中 0247 黃〇曜 縣立花崗國中 0357 游〇巖 國風國中

0028 何〇臣 縣立自強國中 0138 崔〇丞 縣立美崙國中 0248 黃〇 縣立國風國中 0358 黃〇 國風國中

0029 吳〇君 縣立花崗國中 0139 張〇威 縣立玉里國中 0249 楊〇斌 縣立宜昌國中 0359 鄭〇昕 花崗國中

0030 吳〇祐 縣立花崗國中 0140 張〇佐 縣立玉里國中 0250 楊〇庸 縣立美崙國中 0360 方〇愷 宜昌國中

0031 吳〇恩 縣立國風國中 0141 張〇呈 縣立國風國中 0251 楊〇宇 縣立壽豐國中 0361 陳〇恩 慈大附中

0032 吳〇霖 縣立國風國中 0142 張〇承 縣立花崗國中 0252 楊〇哲 縣立國風國中 0362 吳〇宸 臺東體中

0033 吳〇啟 縣立國風國中 0143 張〇鴻 縣立花崗國中 0253 楊〇叡 縣立國風國中 0363 林〇叡 豐田國中

0034 吳〇展 縣立花崗國中 0144 張〇浩 縣立自強國中 0254 楊〇安 縣立美崙國中 0364 尹〇勝 豐田國中

0035 吳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145 張〇恩 縣立平和國中 0255 楊〇勳 縣立國風國中 0365 周〇駿 豐田國中

0036 吳〇叡 縣立花崗國中 0146 張〇恩 縣立化仁國中 0256 楊〇翔 縣立國風國中 0366 陳〇東 美崙國中

0037 吳〇圻 縣立宜昌國中 0147 張〇森 私立慈大附中附設國中部 0257 楊〇傑 縣立自強國中 0367 江〇翔 美崙國中

0038 吳〇序 縣立花崗國中 0148 張〇愷 縣立國風國中 0258 楊〇鈞 縣立國風國中 0368 嚴〇侑 美崙國中

0039 吳〇家 縣立國風國中 0149 張〇軒 縣立自強國中 0259 楊〇安 縣立自強國中 0369 吳〇紘 美崙國中

0040 吳〇哲 縣立花崗國中 0150 張〇瑋 縣立國風國中 0260 楊〇弘 縣立國風國中 0370 楊〇宇 美崙國中

0041 呂〇欽翔 縣立美崙國中 0151 張〇睿 縣立國風國中 0261 楊〇佑 縣立壽豐國中 0371 李〇佑 美崙國中

0042 呂〇綸 縣立花崗國中 0152 張〇睿 縣立花崗國中 0262 溫〇泰 縣立玉里國中 0372 王〇丞 美崙國中

0043 呂〇謙 縣立國風國中 0153 張〇恩 縣立國風國中 0263 溫〇慶 縣立自強國中 0373 施〇恩 美崙國中

0044 呂〇維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0154 張〇允 縣立花崗國中 0264 葉〇諭 縣立秀林國中 0374 薛〇恩 美崙國中

0045 呂〇恩 縣立自強國中 0155 張〇 縣立秀林國中 0265 葉〇廷 縣立花崗國中 0375 高〇瀚 美崙國中

0046 呂〇新 縣立花崗國中 0156 張〇 縣立玉里國中 0266 葉〇鈞 縣立自強國中 0376 陳〇進 臺東體中

0047 宋〇恩 縣立自強國中 0157 張〇鈞 縣立花崗國中 0267 葛〇 縣立國風國中

0048 李〇安 縣立國風國中 0158 張〇賀 縣立花崗國中 0268 鄒〇融 縣立玉里國中

0049 李〇澤 縣立花崗國中 0159 張〇昜 縣立國風國中 0269 鄔〇興 縣立國風國中

0050 李〇澤 縣立國風國中 0160 張〇晨 私立海星高中附設國中部 0270 廖〇彰 縣立宜昌國中

0051 李〇叡 縣立萬榮國中 0161 張〇明 臺東縣立池上國中 0271 廖〇崴 縣立自強國中

0052 李〇翰 縣立國風國中 0162 張〇森 縣立鳳林國中 0272 廖〇淯 縣立鳳林國中

0053 李〇俊 縣立光復國中 0163 張〇駿 縣立國風國中 0273 趙〇瑜 縣立花崗國中

0054 李〇鑫 縣立光復國中 0164 梁〇鴻 縣立國風國中 0274 劉〇維 縣立花崗國中

0055 李〇綸 縣立新城國中 0165 梁〇成 縣立花崗國中 0275 劉〇顥 縣立國風國中

0056 李〇篪 縣立宜昌國中 0166 梁〇閔 縣立花崗國中 0276 劉〇正 縣立玉里國中

0057 李〇儒 縣立新城國中 0167 梁〇瑞 縣立國風國中 0277 劉〇維 縣立花崗國中

0058 李〇道 私立慈大附中附設國中部 0168 莊〇翔 縣立宜昌國中 0278 劉〇佑 縣立美崙國中

0059 李〇呈 縣立花崗國中 0169 莊〇名 縣立自強國中 0279 劉〇宏 縣立平和國中

0060 李〇辰 縣立宜昌國中 0170 許〇仁 縣立新城國中 0280 劉〇誠 縣立國風國中

0061 李〇鵬 縣立國風國中 0171 許〇均 縣立玉里國中 0281 劉〇均 縣立自強國中

0062 李〇臣 縣立吉安國中 0172 許〇軒 縣立國風國中 0282 劉〇 縣立花崗國中

0063 李〇榮 縣立國風國中 0173 許〇愷 縣立自強國中 0283 劉〇翔 縣立自強國中

0064 李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174 許〇軒 縣立花崗國中 0284 歐〇翰 縣立國風國中

0065 李〇勝 縣立花崗國中 0175 郭〇均 縣立花崗國中 0285 潘〇宇 縣立花崗國中

0066 李〇豪 縣立宜昌國中 0176 郭〇哲 縣立鳳林國中 0286 潘〇興 縣立玉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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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沈〇霖 縣立花崗國中 0177 郭〇佑 縣立國風國中 0287 潘〇恩 縣立化仁國中

0068 阮〇庭 縣立化仁國中 0178 郭〇愷 縣立國風國中 0288 潘〇成 縣立國風國中

0069 卓〇揚 縣立國風國中 0179 陳〇勛 縣立國風國中 0289 潘〇道沅 縣立國風國中

0070 卓〇杰 縣立國風國中 0180 陳〇宸 縣立國風國中 0290 蔡〇祥 縣立自強國中

0071 周〇倫 縣立三民國中 0181 陳〇嘉 縣立宜昌國中 0291 蔡〇詮 縣立國風國中

0072 周〇 私立海星高中附設國中部 0182 陳〇輝 縣立花崗國中 0292 蔡〇安 縣立平和國中

0073 周〇志 縣立花崗國中 0183 陳〇 縣立花崗國中 0293 蔡〇旗 縣立平和國中

0074 周〇祐 縣立國風國中 0184 陳〇冠宇 縣立花崗國中 0294 蔡〇智 縣立宜昌國中

0075 林〇申 縣立花崗國中 0185 陳〇德 縣立美崙國中 0295 蔡〇樂 縣立化仁國中

0076 林〇轍 縣立花崗國中 0186 陳〇宏 私立慈大附中附設國中部 0296 蔡〇騫 縣立鳳林國中

0077 林〇成 縣立國風國中 0187 陳〇昕 縣立國風國中 0297 蔡〇安 縣立花崗國中

0078 林〇昱翔 縣立花崗國中 0188 陳〇傑 縣立新城國中 0298 蔡〇磊 縣立花崗國中

0079 林〇奇 縣立自強國中 0189 陳〇銘 縣立花崗國中 0299 蔣〇和 縣立花崗國中

0080 林〇承 縣立宜昌國中 0190 陳〇祐 縣立花崗國中 0300 蔣〇瑞 縣立宜昌國中

0081 林〇恩 縣立宜昌國中 0191 陳〇勛 縣立豐濱國中 0301 鄧〇安 縣立宜昌國中

0082 林〇稦 縣立豐濱國中 0192 陳〇宇 縣立花崗國中 0302 鄧〇翰 縣立光復國中

0083 林〇羲 縣立花崗國中 0193 陳〇閎 縣立花崗國中 0303 鄭〇詳 縣立鳳林國中

0084 林〇澔 縣立國風國中 0194 陳〇樸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0304 鄭〇威 縣立國風國中

0085 林〇宏 縣立鳳林國中 0195 陳〇心 縣立宜昌國中 0305 鄭〇佑 縣立國風國中

0086 林〇仟 縣立花崗國中 0196 陳〇善 縣立玉里國中 0306 鄭〇佑 縣立鳳林國中

0087 林〇陞 縣立國風國中 0197 陳〇澤 縣立國風國中 0307 鄭〇洋 縣立花崗國中

0088 林〇璿 縣立自強國中 0198 陳〇均 縣立國風國中 0308 鄭〇浩 縣立國風國中

0089 林〇諭 縣立花崗國中 0199 陳〇淳 縣立鳳林國中 0309 鄭〇宇 縣立宜昌國中

0090 林〇樺 縣立國風國中 0200 陳〇均 縣立國風國中 0310 鄭〇鋒 縣立國風國中

0091 林〇佑 縣立花崗國中 0201 陳〇諺 縣立花崗國中 0311 鄭〇紘 縣立花崗國中

0092 林〇翰 縣立自強國中 0202 陳〇安 縣立花崗國中 0312 鄭〇澤 縣立宜昌國中

0093 林〇雲 縣立美崙國中 0203 陳〇洋 縣立宜昌國中 0313 黎〇緯 縣立國風國中

0094 林〇呈 縣立國風國中 0204 陳〇愷 縣立國風國中 0314 盧〇恩 縣立花崗國中

0095 林〇廷 縣立國風國中 0205 陳〇逸 縣立玉東國中 0315 蕭〇叡 私立慈大附中附設國中部

0096 林〇辰 縣立國風國中 0206 陳〇 縣立自強國中 0316 蕭〇淳 臺東縣立池上國中

0097 林〇甫 縣立國風國中 0207 陳〇振 縣立國風國中 0317 賴〇恩 縣立化仁國中

0098 林〇辰 縣立花崗國中 0208 陳〇心 縣立花崗國中 0318 賴〇翔 縣立花崗國中

0099 林〇愷 縣立花崗國中 0209 陳〇成 縣立自強國中 0319 賴〇嵐 縣立宜昌國中

0100 林〇安 縣立國風國中 0210 陳〇旭 私立慈大附中附設國中部 0320 賴〇非 縣立花崗國中

0101 林〇宇 縣立國風國中 0211 陳〇尹 縣立花崗國中 0321 賴〇安 縣立宜昌國中

0102 林〇齊 縣立國風國中 0212 陳〇傑 縣立玉里國中 0322 賴〇有 縣立宜昌國中

0103 林〇丞 縣立花崗國中 0213 陶〇樺 縣立花崗國中 0323 賴〇昕 縣立花崗國中

0104 林〇威 縣立宜昌國中 0214 善〇．歐海 縣立花崗國中 0324 賴〇珽 縣立花崗國中

0105 林〇凱 縣立壽豐國中 0215 彭〇宸 縣立玉里國中 0325 賴〇慶 縣立宜昌國中

0106 林〇洋 縣立花崗國中 0216 彭〇丞 縣立玉里國中 0326 戴〇哲 縣立國風國中

0107 林〇浚 縣立宜昌國中 0217 彭〇軒 縣立宜昌國中 0327 薛〇恩 縣立宜昌國中

0108 林〇紘 縣立國風國中 0218 曾〇富 縣立瑞穗國中 0328 謝〇欣 縣立美崙國中

0109 林〇義 縣立花崗國中 0219 曾〇芃 縣立自強國中 0329 謝〇修 縣立國風國中

0110 邱〇翔 縣立花崗國中 0220 曾〇祐 縣立自強國中 0330 謝〇元 縣立花崗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