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國中部】新生試讀體驗營名單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吳〇祥 105001 台北內湖國小 張〇崴 105016 新竹陽光國小 

陳〇安 105002 台北南港國小 殷〇安 105017 新竹道禾國小 

陳〇宏 105003 台北南港國小 張〇承 105018 桃園大成國小 

陳〇浚 105004 台北景美國小 吳〇餘 105019 桃園南崁國小 

徐〇睿 105005 台北麗山國小 郭〇盈 105020 
桃園仁美華德

福國小 

林〇 105006 新北建國國小 張〇甯 105021 台中永春國小 

蔡〇為 105007 新北重慶國小 林〇逸 105022 台中惠文國小 

蕭〇峰 105008 新北雙峰國小 張〇任 105023 台南仁和國小 

陳〇宇 105009 新北籠埔國小 王〇菖 105024 台南永康國小 

王〇涵 105010 新北土城國小 李〇原 105025 台南虎山國小 

賴〇潔 105011 新北汐止國小 陳〇翰 105026 台南南大附小 

黃〇媃 105012 新北秀峰國小 張〇善 105027 台南文化國小 

蔡〇沁 105013 新北重慶國小 姜〇庭 105028 台南南大附小 

林〇婷 105014 新北龜山國小 鍾〇曄 105029 台南裕文國小 

蕭〇芳 105015 新北雙峰國小 于〇浩 105030 高雄加昌國小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蔡〇諺 105031 高雄新民國小 潘〇馨 105046 花蓮富源國小 

高〇晧 105032 高雄新甲國小 王〇驊 105047 花蓮富源國小 

殷〇澤 105033 高雄福山國小 劉〇維 105048 花蓮東華附小 

葉〇廉 105034 屏東和平國小 劉〇 105049 花蓮長橋國小 

吳〇宏 105035 屏東鶴聲國小 郭〇恩 105050 花蓮舞鶴國小 

邱〇誼 105036 屏東仁愛國小 陳〇屹 105051 花蓮舞鶴國小 

楊〇誼 105037 屏東玉光國小 
蔻〇亭．阿〇．

冉〇山 
105052 花蓮西富國小 

王〇恩 105038 花蓮大進國小 李〇琪 105053 花蓮吳江國小 

蔣〇翔 105039 花蓮東大附小 黃〇惠 105054 花蓮富源國小 

蘇〇宸 105040 花蓮東大附小 田〇怡 105055 花蓮瑞北國小 

高〇 105041 花蓮東大附小 陳〇輝 105056 台東大王國小 

張〇翔 105042 花蓮東華國小 陳〇錩 105057 台東大王國小 

陳〇硯 105043 花蓮長橋國小 古〇政 105058 台東大武國小 

楊〇婕 105044 花蓮志學國小 盧〇 105059 台東永安國小 

林〇芯 105045 花蓮佳民國小 陳〇亦 105060 台東光明國小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曾〇恩 105061 台東卑南國小 王〇婷 105076 台東仁愛國小 

連〇文 105062 台東卑南國小 李〇晴 105077 台東光明國小 

陳〇 105063 台東忠孝國小 李〇翊 105078 台東光明國小 

李〇勛 105064 台東東大附小 陳〇瑜 105079 台東光明國小 

林〇崴 105065 台東東大附小 張〇勻 105080 台東光明國小 

林〇廷 105066 台東東大附小 朱〇華 105081 台東光明國小 

胡〇濤 105067 台東東大附小 朱〇嘉 105082 台東東大附小 

穆〇煒 105068 台東東海國小 郭〇瑜 105083 台東東成國小 

黃〇哲 105069 台東東海國小 陳〇廷 105084 台東新生國小 

黃〇竹 105070 台東都蘭國小 高〇羽 105085 台東寧埔國小 

王〇森 105071 台東新生國小 賴〇慈 105086 台東寧埔國小 

郭〇毅 105072 台東福原國小 黃〇琳 105087 台東賓朗國小 

吳〇城 105073 台東興隆國小 余〇心 105088 台東錦屏國小 

林〇旭 105074 台東豐田國小 邱〇婷 105089 台東霧鹿國小 

林〇耕 105075 台東豐榮國小 高〇倢 105090 台東鸞山國小 



姓名 試讀學號 原就讀學校 

李〇儀 105091 台東大王國小 

李〇 105092 台東竹湖國小 

莊〇橙 105093 台東大溪國小 

余〇貞 105094 台東初來國小 

黃〇爾 105095 台東美和國小 

余〇容 105096 台東海端國小 

林〇雯 105097 台東富山國小 

宋〇萱 105098 台東新興國小 

羅〇妘 105099 台東新興國小 

柳〇宜 105100 台東新興國小 

余〇芸 105101 台東霧鹿國小 

余〇蘋 105102 台東霧鹿國小 

林〇妮 105103 花蓮大進國小 

左〇琁 105104 台東新興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