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001 何O瑋 男 F130***470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 第一

LionA002 閰O杰 男 F130***140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 第一

LionA003 林O宇 男 F130***76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 第一

LionA004 廖O賢 男 P124***271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 第一

LionA005 黃O凡 男 J123***45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5 第一

LionA006 蔡O婷 女 F229***87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6 第一

LionA007 李O穗 女 V221***519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7 第一

LionA008 林O娟 女 R224***867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8 第一

LionA009 陳O鴻 女 F229***99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9 第一

LionA010 吳O樺 男 O100***132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0 第一

LionA011 李O丞 男 F131***66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1 第一

LionA012 胡O崴 男 F130***74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2 第一

LionA013 杜O修 男 D123***908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3 第一

LionA014 曾O傑 男 F131***03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4 第一

LionA015 鄭O劭 男 F130***63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5 第一

LionA016 林O妤 女 N226***536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6 第一

LionA017 鄒O函 男 A131***742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7 第一

LionA018 周O綸 女 F131***89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8 第一

LionA019 張O聿 男 F130***94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19 第一

LionA020 王O揚 男 F170***92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0 第一

LionA021 柯O妍 女 F231***980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1 第一

LionA022 莊O誼 女 F231***22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2 第一

LionA023 林O心 女 F229***07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3 第一

LionA024 孫O威 男 F130***92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4 第一

LionA025 高O 男 F130***51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5 第一

LionA026 陳O華 男 L125***26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6 第一

LionA027 黃O芬 女 F229***81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7 第一

LionA028 黃O瑜 女 F229***63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8 第一

LionA029 楊O羽 女 F229***99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29 第一

LionA030 黃O諭 男 F130***61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0 第一

LionA031 陳O竹 女 A231***855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1 第一

LionA032 胡O瑜 女 F229***60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2 第一

LionA033 楊O凱 男 F130***55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3 第一

LionA034 徐O廷 男 F131***96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4 第一

LionA035 林O新 女 H225***761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5 第一

LionA036 詹O毅 男 F130***56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6 第一

LionA037 洪O傑 男 F130***68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7 第一

LionA038 李O蓁 女 F230***96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8 第一

LionA039 喬O 男 A131***592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39 第一



LionA040 張O寧 女 F230***30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0 第一

LionA041 顏O廷 男 F130***03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1 第一

LionA042 林O蔚 男 A130***873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2 第一

LionA043 盧O謙 男 F131***74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3 第一

LionA044 施O翔 男 E126***033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4 第一

LionA045 羅O元 男 F131***43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5 第一

LionA046 吳O寧 女 F229***530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6 第一

LionA047 林O芃 男 A131***346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7 第一

LionA048 張O麟 男 J123***19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8 第一

LionA049 廖O言 男 F130***04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49 第一

LionA050 楊O凱 男 F130***39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50 第一

LionA051 吳O慶 男 F130***10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51 第一

LionA052 高O恩 女 F230***04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52 第一

LionA053 簡O恩 女 F230***63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1 53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054 陳O恩 女 A230***886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 第一

LionA055 洪O慶 男 F131***36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 第一

LionA056 林O榛 女 G222***776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 第一

LionA057 陳O篆 女 F231***36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 第一

LionA058 吳O婷 女 F230***49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5 第一

LionA059 陳O萱 女 H225***100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6 第一

LionA060 甘O暄 女 F230***47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7 第一

LionA061 黃O棟 男 F130***12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8 第一

LionA062 張O傑 男 F131***59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9 第一

LionA063 黃O銘 男 F130***19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0 第一

LionA064 李O辰 男 F131***23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1 第一

LionA065 王O翰 男 F131***52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2 第一

LionA066 蔡O橋 女 F230***90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3 第一

LionA067 林O樺 女 P224***129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4 第一

LionA068 林O均 女 F230***05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5 第一

LionA069 邱O芸 女 F229***10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6 第一

LionA070 高O馨 女 F229***57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7 第一

LionA071 楊O寧 女 F230***720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8 第一

LionA072 黃O薰 女 F200***27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19 第一

LionA073 簡O允 男 F130***97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0 第一

LionA074 謝O勳 男 B123***183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1 第一

LionA075 陳O卉 女 F229***49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2 第一

LionA076 楊O宇 男 F131***08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3 第一

LionA077 林O廷 女 F230***37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4 第一



LionA078 劉O佑 男 F131***33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5 第一

LionA079 劉O志 男 F131***47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6 第一

LionA080 鄭O軒 男 F130***58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7 第一

LionA081 許O鑫 男 F131***85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8 第一

LionA082 王O銘 男 F131***56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29 第一

LionA083 顏O宬 男 N126***760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0 第一

LionA084 吳O辰 男 F131***91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1 第一

LionA085 潘O文 男 F131***57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2 第一

LionA086 蕭O佑 男 F130***16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3 第一

LionA087 游O涵 女 F230***27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4 第一

LionA088 溫O宇 男 F131***55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5 第一

LionA089 鄔O豪 男 F130***15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6 第一

LionA090 張O瑞 女 F230***48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7 第一

LionA091 蔡O琳 女 F229***16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8 第一

LionA092 柯O宣 女 F229***16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39 第一

LionA093 張O翊 女 F231***271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0 第一

LionA094 曾O羚 女 F229***09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1 第一

LionA095 劉O寰 男 F130***372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2 第一

LionA096 陳O淨 女 F231***625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3 第一

LionA097 陳O宇 女 F130***40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4 第一

LionA098 李O嶽 男 F131***939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5 第一

LionA099 洪O喬 女 W200***229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6 第一

LionA100 莊O昀 女 F229***16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7 第一

LionA101 陳O源 男 P124***265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8 第一

LionA102 龐O儒 男 F131***56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49 第一

LionA103 張O翰 男 F131***257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50 第一

LionA104 羅O文 男 F130***413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51 第一

LionA105 方O 女 F231***708 新北市恆毅中學 家聲樓202 52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106 蔣O騫 男 F131***357 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1 第一

LionA107 張O瑄 女 A230***357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2 第一

LionA108 呂O欣 女 A230***655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3 第一

LionA109 黃O頤 女 F230***869 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4 第一

LionA110 莊O臻 女 H225***442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5 第一

LionA111 李O穎 女 A230***215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6 第一

LionA112 姚O綺 女 A231***045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7 第一

LionA113 陳O蓁 女 Q224***656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8 第一

LionA114 黃O宛 女 A231***712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9 第一

LionA115 簡O庭 女 F230***346 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301 10 第一



LionA116 陳O翔 男 A170***679台北市桃源國民中學 家聲樓301 11 第一

LionA117 卓O廷 男 F131***143 台北市桃源國民中學 家聲樓301 12 第一

LionA118 施O宸 女 A230***657台北市桃源國民中學 家聲樓301 13 第一

LionA119 黃O佩 女 G222***190台北市桃源國民中學 家聲樓301 14 第一

LionA120 陳O 女 J223***462 台北市桃源國民中學 家聲樓301 15 第一

LionA121 侯O言 男 B170***200台北市介壽國中 家聲樓301 16 第一

LionA122 劉O廷 男 A131***173台北市介壽國中 家聲樓301 17 第一

LionA123 彭O恩 男 A130***360台北市介壽國中 家聲樓301 18 第一

LionA124 江O 女 U222***363台北市介壽國中 家聲樓301 19 第一

LionA125 吳O凡 女 A230***113台北市介壽國中 家聲樓301 20 第一

LionA126 褚O諺 男 A131***102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1 第一

LionA127 熊O 女 G222***609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2 第一

LionA128 張O傑 男 A131***065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3 第一

LionA129 謝O融 男 A131***172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4 第一

LionA130 洪O憶 女 F230***656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5 第一

LionA131 吳O傑 男 A131***57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6 第一

LionA132 謝O叡 男 F131***327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7 第一

LionA133 陸O 女 F230***167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8 第一

LionA134 洪O臨 男 F131***690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29 第一

LionA135 許O元 男 A170***345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0 第一

LionA136 王O皓 男 P124***190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1 第一

LionA137 林O瑀 女 A230***263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2 第一

LionA138 朱O瑀 男 A131***596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3 第一

LionA139 洪O瑋 男 A131***262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4 第一

LionA140 曾O亭 女 A230***058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5 第一

LionA141 謝O杰 男 F131***330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6 第一

LionA142 葉O讌 女 A230***44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7 第一

LionA143 吳O發 男 A131***54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8 第一

LionA144 練O楷 男 A131***503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39 第一

LionA145 陳O語 男 A130***055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0 第一

LionA146 范O崴 男 A131***481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1 第一

LionA147 蔡O劭 男 A131***026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2 第一

LionA148 龐O恩 男 A131***973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3 第一

LionA149 葉O錞 男 F131***097 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4 第一

LionA150 李O翰 男 H126***11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5 第一

LionA151 林O凡 男 N126***32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6 第一

LionA152 梁O甄 女 N226***982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7 第一

LionA153 王O宇 男 A131***649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8 第一

LionA154 徐O睿 男 A130***628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49 第一

LionA155 陳O字 男 A131***316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1 50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156 曾O盈 女 F230***13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 第一

LionA157 張O禕 女 P224***355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 第一

LionA158 徐O婷 女 F230***382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 第一

LionA159 陳O蓉 女 F230***437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4 第一

LionA160 藍O棋 男 F130***579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5 第一

LionA161 呂O呈 男 F130***94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6 第一

LionA162 蔡O聿 女 A230***728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7 第一

LionA163 王O嶸 男 F131***75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8 第一

LionA164 林O瑄 女 F230***140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9 第一

LionA165 蔡O安 女 A230***755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0 第一

LionA166 黃O翔 男 F130***04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1 第一

LionA167 江O弘 男 F130***495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2 第一

LionA168 王O淵 男 F131***679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3 第一

LionA169 李O萱 女 F230***049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4 第一

LionA170 蕭O芯 女 Q224***176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5 第一

LionA171 賴O岳 男 F131***23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6 第一

LionA172 吳O謙 女 K223***988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7 第一

LionA173 張O諠 女 F230***00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8 第一

LionA174 游O文 女 F230***935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19 第一

LionA175 馬O雯 女 A231***350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0 第一

LionA176 翁O捷 女 K223***430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1 第一

LionA177 廖O妮 女 F230***863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2 第一

LionA178 徐O博 男 H125***252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3 第一

LionA179 許O元 男 F131***787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4 第一

LionA180 王O琁 女 F231***638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5 第一

LionA181 陳O柔 女 F231***090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6 第一

LionA182 李O寧 女 F230***225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7 第一

LionA183 魏O 女 F231***476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8 第一

LionA184 盧O妤 女 A231***343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29 第一

LionA185 莊O淳 女 F231***002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0 第一

LionA186 劉O沁 女 F230***365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1 第一

LionA187 葉O齊 男 A131***625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2 第一

LionA188 楊O竣 男 F131***162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3 第一

LionA189 蔡O璿 男 L125***329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4 第一

LionA190 李O言 男 F131***041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家聲樓302 35 第一

LionA191 蕭O逸 女 A230***055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36 第一

LionA192 方O之 女 A230***310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37 第一

LionA193 王O涵 女 C221***42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38 第一



LionA194 柯O萱 女 F231***777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39 第一

LionA195 周O安 男 A131***55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40 第一

LionA196 蔡O蓁 女 A230***198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41 第一

LionA197 謝O青 女 F230***162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302 42 第一

LionA198 陳O生 男 A130***721臺北市長安國中 家聲樓302 43 第一

LionA199 陳O中 男 A130***730臺北市長安國中 家聲樓302 44 第一

LionA200 李O芳 女 A230***476臺北市長安國中 家聲樓302 45 第一

LionA201 詹O涵 女 A230***447臺北市長安國中 家聲樓302 46 第一

LionA202 吳O宸 男 F131***661 臺北市長安國中 家聲樓302 47 第一

LionA203 許O雅 女 G222***528台北市天母國中 家聲樓302 48 第一

LionA204 張O涵 女 A230***358明湖國中 家聲樓302 49 第一

LionA205 龔O翔 男 H126***807臺北市方濟中學 家聲樓302 50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001 林O詮 男 F170***973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 第一

LionB002 李O睿 男 A132***628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 第一

LionB003 李O寧 女 A231***59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 第一

LionB004 王O泰 男 A170***54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4 第一

LionB005 許O霆 男 A132***988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5 第一

LionB006 余O蕾 女 A230***57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6 第一

LionB007 陳O昀 女 A270***55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7 第一

LionB008 張O瑜 女 A230***98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8 第一

LionB009 沈O樊 男 A132***36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9 第一

LionB010 張O恩 男 L170***076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0 第一

LionB011 胡O頡 男 A132***553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1 第一

LionB012 施O庠 男 N126***01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2 第一

LionB013 吳O寬 男 A131***261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3 第一

LionB014 李O賢 男 F132***642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4 第一

LionB015 王O婷 女 F231***382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5 第一

LionB016 鍾O澔 男 A170***940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6 第一

LionB017 張O洋 男 A132***32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7 第一

LionB018 陳O睿 男 A170***133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8 第一

LionB019 許O宇 男 A132***263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9 第一

LionB020 胡O元 男 A131***211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0 第一

LionB021 劉O穎 女 A231***30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1 第一

LionB022 藍O齊 男 E126***10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2 第一

LionB023 陳O佑 男 A132***85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3 第一

LionB024 呂O菱 女 F230***995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4 第一

LionB025 郭O愷 男 A131***44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5 第一

LionB026 丘O叡 男 A131***940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6 第一



LionB027 孫O睿 男 A132***990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7 第一

LionB028 林O芮 男 A170***69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8 第一

LionB029 吳O瑾 女 A231***72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29 第一

LionB030 李O霆 男 A170***56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0 第一

LionB031 朱O綺 女 A230***713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1 第一

LionB032 陳O嬡 女 A231***321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2 第一

LionB033 吳O璇 女 A231***62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3 第一

LionB034 林O樺 男 A131***38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4 第一

LionB035 吳O霆 男 A170***27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5 第一

LionB036 陳O宏 男 F170***639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6 第一

LionB037 詹O彰 男 H126***560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7 第一

LionB038 陳O揚 男 A131***54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8 第一

LionB039 李O云 女 A231***55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39 第一

LionB040 李O甄 女 A230***209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40 第一

LionB041 林O怩 女 F231***410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1 第一

LionB042 李O宇 男 G122***192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2 第一

LionB043 楊O弘 男 F132***190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3 第一

LionB044 謝O昕 男 C121***403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4 第一

LionB045 李O羽 女 F231***900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5 第一

LionB046 蘇O扉 女 F231***665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6 第一

LionB047 洪O軒 男 F132***373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7 第一

LionB048 張O丞 男 F131***543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8 第一

LionB049 何O筠 女 F231***821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49 第一

LionB050 黃O宸 男 J123***001 新北市重慶國小 家聲樓802 50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051 唐O晴 女 A231***761新北市集美國小 思源樓B102 1 第一

LionB052 蔡O耕 女 A270***359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2 2 第一

LionB053 蔡O耕 女 A270***368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2 3 第一

LionB054 林O潔 女 F231***058 錦和國小 思源樓B102 4 第一

LionB055 張O寧 女 N226***145華興小學 思源樓B102 5 第一

LionB056 陳O妤 女 A231***327海山國小 思源樓B102 6 第一

LionB057 吳O邦 男 A132***211台北市大湖國小 思源樓B102 7 第一

LionB058 洪O緯 男 U122***753台北市再興小學 思源樓B102 8 第一

LionB059 蕭O甄 女 A231***192秀朗國小 思源樓B102 9 第一

LionB060 蕭O智 男 A131***659中和市秀山國小 思源樓B102 10 第一

LionB061 鄭O媞 女 F231***372 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2 11 第一

LionB062 吳O鴻 男 F132***992 新北市義學國小 思源樓B102 12 第一

LionB063 蘇O傑 男 F131***872 新北市裕德私立小學 思源樓B102 13 第一

LionB064 黃O巧 女 F231***562 新北市新興國小 思源樓B102 14 第一



LionB065 陳O菱 女 A231***306台北市麗湖國小 思源樓B102 15 第一

LionB066 賴O鳴 男 C121***699板橋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2 16 第一

LionB067 趙O瑞 男 A132***643台北市天母閾小 思源樓B102 17 第一

LionB068 陳O庭 女 N226***131新北市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2 18 第一

LionB069 梁O恩 男 A131***460中正國小 思源樓B102 19 第一

LionB070 俞O翔 男 A131***417台北市玉成國小 思源樓B102 20 第一

LionB071 莊O淳 女 A231***317五常國小 思源樓B102 21 第一

LionB072 陳O婕 女 F231***337 新北市海山國小 思源樓B102 22 第一

LionB073 郭O倫 男 A132***971台北市士林區福林國小 思源樓B102 23 第一

LionB074 張O萱 女 A231***497潭美國小 思源樓B102 24 第一

LionB075 楊O妮 女 A270***120台北市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2 25 第一

LionB076 黃O玟 女 H225***949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 思源樓B102 26 第一

LionB077 許O明 男 T126***761 台北市天母國小 思源樓B102 27 第一

LionB078 蘇O凱 男 F132***139 新北市中和國小 思源樓B102 28 第一

LionB079 洪O旂 女 F231***566 新北市實踐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2 29 第一

LionB080 張O敏 女 A230***959明湖國小 思源樓B102 30 第一

LionB081 謝O恆 男 N127***680新北市鷺江國小 思源樓B102 31 第一

LionB082 林O靚 女 F231***975 新北市文聖國小 思源樓B102 32 第一

LionB083 王O又 男 F131***105 新北市頂溪國小 思源樓B102 33 第一

LionB084 童O瑞 男 A131***463台北市博愛國小 思源樓B102 34 第一

LionB085 王O軒 女 F231***533 新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2 35 第一

LionB086 游O柔 女 A231***931台北市松山區民族國小 思源樓B102 36 第一

LionB087 蔡O天 男 A170***995新北市碧華國小 思源樓B102 37 第一

LionB088 林O娣 女 A231***979台北市龍安國小 思源樓B102 38 第一

LionB089 曾O睿 男 A124***962台北市文化國小 思源樓B102 39 第一

LionB090 李O妮 女 A231***463北市士林國小 思源樓B102 40 第一

LionB091 李O康 男 A132***312北市士林國小 思源樓B102 41 第一

LionB092 朱O怡 女 F270***592 台北美國學校 思源樓B102 42 第一

LionB093 李O瑜 女 F231***645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 思源樓B102 43 第一

LionB094 鄭O宸 男 A131***769台北市螢橋國小 思源樓B102 44 第一

LionB095 李O煥 男 A132***235北市士林國小 思源樓B102 45 第一

LionB096 楊O潔 女 A230***183台北市健康國小 思源樓B102 46 第一

LionB097 莊O荃 男 A131***463五常國小 思源樓B102 47 第一

LionB098 章O逸 男 F131***930 崇德國小 思源樓B102 48 第一

LionB099 李O笙 男 A130***782台北市幸安國小 思源樓B102 49 第一

LionB100 陳O璇 女 A230***142新北市重慶國小 思源樓B102 50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101 林O樟 男 A132***299南港國小 思源樓B103 1 第一

LionB102 陳O恩 男 F132***268 新北市廣福國小 思源樓B103 2 第一



LionB103 林O丞 男 A132***319台北市幸安國小 思源樓B103 3 第一

LionB104 王O盈 女 F231***731 臺北市國北教大實小 思源樓B103 4 第一

LionB105 張O祈 男 E126***642新北市裕德國小 思源樓B103 5 第一

LionB106 孫O閎 男 F132***100 安和國小 思源樓B103 6 第一

LionB107 蔣O珊 女 P224***923  文林國小 思源樓B103 7 第一

LionB108 陳O妤 女 T225***070 新北市思賢國小 思源樓B103 8 第一

LionB109 陳O妤 女 F231***898 新北市土城廣福國小 思源樓B103 9 第一

LionB110 黃O 男 A132***552新北市樹林國小 思源樓B103 10 第一

LionB111 林O翰 男 A132***423北市中正國小 思源樓B103 11 第一

LionB112 邱O甯 女 F231***302 台北巿中山區中正國小 思源樓B103 12 第一

LionB113 黃O諺 男 F132***977 石牌國小 思源樓B103 13 第一

LionB114 黃O翰 男 F131***535 石牌國小 思源樓B103 14 第一

LionB115 李O哲 男 F132***615 台北市大同區雙蓮國小 思源樓B103 15 第一

LionB116 陳O豪 男 F132***309 新北市新泰國小 思源樓B103 16 第一

LionB117 陳O愷 男 A132***885大安區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3 17 第一

LionB118 何O馨 女 A231***898台北巿文昌國小 思源樓B103 18 第一

LionB119 高O彤 女 F231***096 台北市公館國小 思源樓B103 19 第一

LionB120 陳O 男 A131***342西松國小 思源樓B103 20 第一

LionB121 林O芃 女 F231***070 新北市永福國小 思源樓B103 21 第一

LionB122 賴O宇 男 A130***412台北市公館國小 思源樓B103 22 第一

LionB123 許O庭 男 F132***653 台北市明湖國小 思源樓B103 23 第一

LionB124 王O琮 男 F131***402 新北市永平國小 思源樓B103 24 第一

LionB125 李O睿 男 F132***776 台北市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3 25 第一

LionB126 詹O翔 男 F131***286 新北市樹林國小 思源樓B103 26 第一

LionB127 郭O澔 男 A132***659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3 27 第一

LionB128 郭O羽 女 A231***115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3 28 第一

LionB129 楊O叡 男 A132***997台北市南門國小 思源樓B103 29 第一

LionB130 王O妍 女 F231***565 新北市板橋國小 思源樓B103 30 第一

LionB131 謝O丞 女 H226***606新北市麗林國小 思源樓B103 31 第一

LionB132 郭O綸 男 A130***353大理國小 思源樓B103 32 第一

LionB133 陳O幼 女 T270***382 臺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3 33 第一

LionB134 汪O姍 女 H226***242大同國小 思源樓B103 34 第一

LionB135 林O葳 女 A231***807博愛國小 思源樓B103 35 第一

LionB136 洪O熙 男 F132***260 台北市東新國小 思源樓B103 36 第一

LionB137 余O彥 男 F131***629 新和國小 思源樓B103 37 第一

LionB138 劉O廷 男 F132***657 新北市碧華國小 思源樓B103 38 第一

LionB139 張O琪 女 A231***217台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3 39 第一

LionB140 鄭O琇 女 A230***108三興國小 思源樓B103 40 第一

LionB141 游O晴 女 A231***968麗山國小 思源樓B103 41 第一

LionB142 何O穎 男 A132***467石牌國小 思源樓B103 42 第一



LionB143 何O曄 男 A131***083台北市石牌國小 思源樓B103 43 第一

LionB144 謝O帆 男 F131***721 碧華國小 思源樓B103 44 第一

LionB145 薛O仁 女 A230***053台北市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3 45 第一

LionB146 邱O恩 女 H226***150台北市大直國小 思源樓B103 46 第一

LionB147 林O沄 女 A231***322台北市立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3 47 第一

LionB148 黃O蓁 男 A131***500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3 48 第一

LionB149 賴O廷 男 A132***671蓬萊國小 思源樓B103 49 第一

LionB150 賴O丞 男 A132***385蓬萊國小 思源樓B103 50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151 常O 男 F131***201 永和國小 思源樓B104 1 第一

LionB152 呂O崴 男 H126***416新北市頭湖國小 思源樓B104 2 第一

LionB153 呂O言 男 H126***033新北市頭湖國小 思源樓B104 3 第一

LionB154 王O謙 男 F131***651 秀山國小 思源樓B104 4 第一

LionB155 張O翔 男 A132***419台北市西園國小 思源樓B104 5 第一

LionB156 林O婕 女 F231***711 新北市文德國小 思源樓B104 6 第一

LionB157 康O瑜 女 F231***957 古亭國小 思源樓B104 7 第一

LionB158 羅O綸 男 A131***577碧湖國小 思源樓B104 8 第一

LionB159 王O斐 女 A231***475台北市新生國小 思源樓B104 9 第一

LionB160 鍾O芙 女 A230***548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4 10 第一

LionB161 鍾O容 女 A230***556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4 11 第一

LionB162 張O誠 男 A131***845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思源樓B104 12 第一

LionB163 曾O華 男 A131***061西松國小 思源樓B104 13 第一

LionB164 曾O瑜 女 A230***569西松國小 思源樓B104 14 第一

LionB165 林O妤 女 A231***396台北市新生國小 思源樓B104 15 第一

LionB166 劉O吟 女 F231***360 三重國小 思源樓B104 16 第一

LionB167 李O嘉 男 A131***378台北市士林國小 思源樓B104 17 第一

LionB168 趙O宇 女 A231***223台北市士林國小 思源樓B104 18 第一

LionB169 李O妘 女 G222***798新北市成功國小 思源樓B104 19 第一

LionB170 李O瑄 女 G222***867新北市成功國小 思源樓B104 20 第一

LionB171 邱O哲 男 F132***945 新北市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4 21 第一

LionB172 羅O宸 男 F131***258 新北市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4 22 第一

LionB173 洪O羲 男 F132***749 新北市文德國小 思源樓B104 23 第一

LionB174 胡O又 男 F132***815 新北市板橋國小 思源樓B104 24 第一

LionB175 胡O又 女 F231***109 新北市板橋國小 思源樓B104 25 第一

LionB176 潘O穎 女 C221***531興雅國小 思源樓B104 26 第一

LionB177 洪O芯 女 A230***328台北市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4 27 第一

LionB178 江O霓 女 A231***860台北市興雅國小 思源樓B104 28 第一

LionB179 謝O渠 男 A132***662台北市南港國小 思源樓B104 29 第一

LionB180 曹O晴 女 A231***163私立育才雙語小學 思源樓B104 30 第一



LionB181 曹O涵 女 F229***650 新北市昌隆國小 思源樓B104 31 第一

LionB182 裴O陞 男 F132***865 新北市新埔國小 思源樓B104 32 第一

LionB183 吳O翰 男 F132***696 板橋區實踐國小 思源樓B104 33 第一

LionB184 許O翔 男 F132***842 新北市同榮國小 思源樓B104 34 第一

LionB185 陳O樺 女 A231***821私立華興小學 思源樓B104 35 第一

LionB186 林O芳 女 F231***272 新北市新莊國小 思源樓B104 36 第一

LionB187 林O億 男 A131***385文化國小 思源樓B104 37 第一

LionB188 張O瑋 男 A131***179內湖國小 思源樓B104 38 第一

LionB189 游O筑 女 A231***069台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4 39 第一

LionB190 游O喻 女 A231***181台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4 40 第一

LionB191 林O宇 男 A170***130南港國小 思源樓B104 41 第一

LionB192 楊O綸 男 F130***556 中園國小 思源樓B104 42 第一

LionB193 楊O涵 女 F231***195 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4 43 第一

LionB194 賴O璇 女 F231***086 新北市忠義國小 思源樓B104 44 第一

LionB195 陳O璇 女 A231***975台北市葫蘆國小 思源樓B104 45 第一

LionB196 蔡O廷 男 A132***825新北華美美國學校 思源樓B104 46 第一

LionB197 蔡O彤 男 A132***035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中小學 思源樓B104 47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C001 陳O迅 男 A132***25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1 第一

LionC002 張O杰 男 A132***51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2 第一

LionC003 林O毅 男 F133***512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3 第一

LionC004 賴O函 女 F232***857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4 第一

LionC005 林O堯 男 L126***041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5 第一

LionC006 謝O霏 女 A270***077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6 第一

LionC007 劉O甄 女 S225***21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7 第一

LionC008 陳O米 女 A231***34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8 第一

LionC009 張O瀚 男 A132***242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9 第一

LionC010 許O葳 女 A231***546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10 第一

LionC011 王O翰 男 A132***808台北市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11 第一

LionC012 柯O仁 男 A132***797台北市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12 第一

LionC013 陳O志 男 A170***000台北市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5 13 第一

LionC014 涂O程 男 K123***222新北市重陽國小 思源樓B105 14 第一

LionC015 陳O秀 女 F231***616 新北市重陽國小 思源樓B105 15 第一

LionC016 周O妃 女 F231***166 新北市重陽國小 思源樓B105 16 第一

LionC017 常O 男 F131***748 永和國小 思源樓B105 17 第一

LionC018 徐O毅 男 A132***609台北市葫蘆國小 思源樓B105 18 第一

LionC019 林O澔 男 F132***250 崇德國小 思源樓B105 19 第一

LionC020 麻O叡 男 A132***119台北市立農國小 思源樓B105 20 第一

LionC021 楊O穎 女 S225***935重陽國小 思源樓B105 21 第一



LionC022 吳O寧 女 A231***206芝山國小 思源樓B105 22 第一

LionC023 林O叡 男 A170***327台北市明德國小 思源樓B105 23 第一

LionC024 陳O芃 男 F132***981 明德國小 思源樓B105 24 第一

LionC025 洪O甯 女 A231***619台北市大佳國小 思源樓B105 25 第一

LionC026 張O富 男 H126***303新北市麗園國小 思源樓B105 26 第一

LionC027 李O彥 男 F132***503 蓬萊國小 思源樓B105 27 第一

LionC028 楊O睿 男 F132***235 南港國小 思源樓B105 28 第一

LionC029 洪O棋 男 A132***813蓬萊國小 思源樓B105 29 第一

LionC030 陳O廷 男 A132***277台北市麗湖國小 思源樓B105 30 第一

LionC031 賴O佑 男 F130***357 板橋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5 31 第一

LionC032 羅O湘 女 A231***368台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5 32 第一

LionC033 謝O欣 女 F232***957 新北市麗林國小 思源樓B105 33 第一

LionC034 王O雋 男 A131***033台北市志清國小 思源樓B105 34 第一

LionC035 郭O君 男 A132***746台北市士林區福林國小 思源樓B105 35 第一

LionC036 陳O軒 男 A131***459台北市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5 36 第一

LionC037 張O琦 女 A231***313潭美國小 思源樓B105 37 第一

LionC038 郭O辰 男 F133***955 新北市五華國小 思源樓B105 38 第一

LionC039 郭O妍 女 F232***015 新北市五華國小 思源樓B105 39 第一

LionC040 蕭O有 男 F133***822 新北市頭湖國小 思源樓B105 40 第一

LionC041 曾O碩 男 A132***689台北市文化國小 思源樓B105 41 第一

LionC042 李O銘 男 F132***465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 思源樓B105 42 第一

LionC043 謝O軒 男 A131***967新北市國光國小 思源樓B105 43 第一

LionC044 李O銨 女 A231***127臺北市太平國小 思源樓B105 44 第一

LionC045 李O鴻 男 A132***613臺北市太平國小 思源樓B105 45 第一

LionC046 張O翰 男 A132***250明湖國小 思源樓B105 46 第一

LionC047 陳O銓 男 L126***136 新北市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5 47 第一

LionC048 張O瑜 女 A231***207台北市西園國小 思源樓B105 48 第一

LionC049 孫O涵 女 F231***022 安和國小 思源樓B105 49 第一

LionC050 李O宇 男 F132***673 台北市明德國小 思源樓B105 50 第一

LionC051 吳O萱 女 A270***472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5 51 第一

LionC052 汪O鈞 男 H126***958大同國小 思源樓B105 52 第一

LionC053 許O安 女 F232***748 新北市新市國小 思源樓B105 53 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