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206 夏O妤 女 A230***692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1 第二

LionA207 王O雅 女 H225***920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2 第二

LionA208 蔡O恩 女 H225***158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3 第二

LionA209 戴O恩 女 H225***800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4 第二

LionA210 許O榕 女 H225***723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5 第二

LionA211 竺O恩 男 H125***247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6 第二

LionA212 李O恩 男 H125***080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7 第二

LionA213 劉O霖 男 H125***096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8 第二

LionA214 曾O菲 女 H225***951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9 第二

LionA215 許O儀 女 H225***027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10 第二

LionA216 李O樺 男 F131***441 永和國中 家聲樓201 11 第二

LionA217 陸O和 男 F131***845 新北市永和國中 家聲樓201 12 第二

LionA218 黃O媛 女 A230***065 台北市龍門國中 家聲樓201 13 第二

LionA219 謝O庭 女 E225***820 苗栗縣大同國中 家聲樓201 14 第二

LionA220 黃O修 男 H126***568 桃園市立建國國中 家聲樓201 15 第二

LionA221 陳O楷 男 N126***991 彰化市精誠中學 家聲樓201 16 第二

LionA222 楊O嫻 女 A230***849 台北市民生國中 家聲樓201 17 第二

LionA223 連O綸 男 A131***770 新北市重慶國中 家聲樓201 18 第二

LionA224 高O展 男 S125***987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家聲樓201 19 第二

LionA225 高O瑜 女 A231***253 台北市立敦化國中 家聲樓201 20 第二

LionA226 陳O佑 男 F131***635 新北市中正國中 家聲樓201 21 第二

LionA227 周O頤 女 H225***669 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201 22 第二

LionA228 黃O善 女 A230***232 台北市靜修女中國中部 家聲樓201 23 第二

LionA229 陳O遠 女 F230***256 新北市板橋忠孝國中 家聲樓201 24 第二

LionA230 高O恩 女 F230***432 新北市福和國中 家聲樓201 25 第二

LionA231 高O憶 女 F230***527 新北市福和國中 家聲樓201 26 第二

LionA232 林O秀 女 H225***153 新北市板橋忠孝國中 家聲樓201 27 第二

LionA233 林O緯 女 A231***776 台北市成淵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1 28 第二

LionA234 黃O芸 女 A231***475 台北市雙園國中 家聲樓201 29 第二

LionA235 李O芸 女 F231***633 竹林中學 家聲樓201 30 第二

LionA236 李O誼 男 A130***748 台北市東山高中附屬國中部 家聲樓201 31 第二

LionA237 陳O琳 女 F229***907 台北市雙園國中 家聲樓201 32 第二

LionA238 陳O 女 A230***168 中崙高中國中部 家聲樓201 33 第二

LionA239 黃O凱 男 A131***102 麗山國中 家聲樓201 34 第二

LionA240 李O玲 女 A230***283 再興中學 家聲樓201 35 第二

LionA241 朱O陞 男 F170***198 台北美國學校 家聲樓201 36 第二

LionA242 周O右 男 A131***816 瑠公國中 家聲樓201 37 第二

LionA243 謝O歡 女 F230***380 三和國中 家聲樓201 38 第二

LionA244 江O翰 男 A131***109 台北市內湖國中 家聲樓201 39 第二



LionA245 賴O熏 男 H125***599 私立辭修中學 家聲樓201 40 第二

LionA246 李O賢 男 F131***691 格致中學 家聲樓201 41 第二

LionA247 徐O晴 女 F230***835 新北市錦和國中 家聲樓201 42 第二

LionA248 李O杰 男 A131***919 北市士林國中 家聲樓201 43 第二

LionA249 陳O仁 男 A170***043 台北美國學校 家聲樓201 44 第二

LionA250 官O韋 男 F131***063 臺北市大直高中國中部 家聲樓201 45 第二

LionA251 謝O芯 女 A230***873 和平高中國中部 家聲樓201 46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252 邵O一 女 A270***400 金華國中 家聲樓201 1 第二

LionA253 鍾O樂 男 A131***909 台北市麗山國中 家聲樓202 2 第二

LionA254 李O語 女 A231***666 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3 第二

LionA255 謝O伶 女 F230***249 新北市中正國中 家聲樓202 4 第二

LionA256 丁O 女 A230***481 台北市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5 第二

LionA257 陳O霓 女 A270***439 台北市中正國中 家聲樓202 6 第二

LionA258 周O園 女 A230***059 台北市內湖國中 家聲樓202 7 第二

LionA259 陳O錞 女 E225***820 台北市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8 第二

LionA260 陳O霖 男 E126***330 台北市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9 第二

LionA261 張O平 男 A131***661 龍門國中 家聲樓202 10 第二

LionA262 張O涵 女 A230***920 台北市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11 第二

LionA263 許O堯 男 A130***140 台北市中正國中 家聲樓202 12 第二

LionA264 林O宇 男 F131***145 永和國中 家聲樓202 13 第二

LionA265 卓O恒 男 A131***699 芳和國中 家聲樓202 14 第二

LionA266 林O宥 男 H125***828 桃園市經國國中 家聲樓202 15 第二

LionA267 林O諺 男 H126***585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2 16 第二

LionA268 陳O亭 女 F230***832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 家聲樓202 17 第二

LionA269 林O崴 男 A131***037 新北市康橋中學 家聲樓202 18 第二

LionA270 鄭O君 女 A231***317 台北市內湖國小 家聲樓202 19 第二

LionA271 曾O翔 男 F131***598 新北市辭修高級中學 家聲樓202 20 第二

LionA272 王O銘 男 L125***689 新北市三峽國中 家聲樓202 21 第二

LionA273 羅O祐 男 F130***189 新北市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202 22 第二

LionA274 劉O廷 男 A131***865 新北市辭修國中 家聲樓202 23 第二

LionA275 林O薇 女 A230***552 新北市北大高中國中部 家聲樓202 24 第二

LionA276 許O鈞 男 F131***492 台北市金華國中 家聲樓202 25 第二

LionA277 陳O妤 女 A231***049 台北市薇閣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202 26 第二

LionA278 李O同 男 A130***435 台北市景興國中 家聲樓202 27 第二

LionA279 邱O蓉 女 A230***801 台北市石牌國中 家聲樓202 28 第二

LionA280 高O窈 女 A230***797 麗山國中 家聲樓202 29 第二

LionA281 吳O叡 男 F131***248 板橋區海山國中 家聲樓202 30 第二

LionA282 李O軒 男 A130***035 臺北市龍門國中 家聲樓202 31 第二



LionA283 呂O滙 女 B223***638 民生國中 家聲樓202 32 第二

LionA284 王O璇 女 A230***207 台北市龍門國中 家聲樓202 33 第二

LionA285 廖O妤 女 A231***703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小 家聲樓202 34 第二

LionA286 廖O禾 男 A131***039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小 家聲樓202 35 第二

LionA287 吳O濬 男 F131***331 新北市後埔國小 家聲樓202 36 第二

LionA288 連O超 男 A130***703 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37 第二

LionA289 連O綸 男 A131***815 敦化國中 家聲樓202 38 第二

LionA290 蔡O恩 女 A230***395 崇光女中 家聲樓202 39 第二

LionA291 周O樺 女 F231***622 景美國中 家聲樓202 40 第二

LionA292 呂O 男 A131***813 延平中學 家聲樓202 41 第二

LionA293 呂O 男 A131***727 興雅國中 家聲樓202 42 第二

LionA294 邱O翔 男 A130***249 新北市明志國中 家聲樓202 43 第二

LionA295 謝O恩 女 H225***386 雙園國中 家聲樓202 44 第二

LionA296 洪O鈞 女 F231***158 新北市忠孝國中 家聲樓202 45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A297 方O翔 男 F131***398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 第二

LionA298 王O羿 男 F130***91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 第二

LionA299 王O妤 女 F230***070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 第二

LionA300 朱O霖 男 G122***01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 第二

LionA301 吳O穎 女 F230***193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5 第二

LionA302 吳O萱 女 F230***86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6 第二

LionA303 李O婷 女 F230***640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7 第二

LionA304 李O宇 男 F131***559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8 第二

LionA305 李O維 男 F131***073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9 第二

LionA306 李O皓 男 F131***478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0 第二

LionA307 周O均 男 F130***180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1 第二

LionA308 林O穎 女 F230***421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2 第二

LionA309 林O宇 男 F131***050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3 第二

LionA310 林O帆 女 Q224***59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4 第二

LionA311 林O翎 女 F230***427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5 第二

LionA312 邱O盈 女 H225***871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6 第二

LionA313 張O泓 男 F131***12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7 第二

LionA314 郭O宇 男 F131***81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8 第二

LionA315 郭O榆 女 F229***31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19 第二

LionA316 陳O瑋 女 F230***030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0 第二

LionA317 陳O廷 男 F131***751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1 第二

LionA318 陳O如 女 F230***818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2 第二

LionA319 陳O蓁 女 A230***55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3 第二

LionA320 陳O黛 女 A231***24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4 第二



LionA321 溫O蓁 女 F230***92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5 第二

LionA322 黃O誠 男 F131***769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6 第二

LionA323 黃O庭 女 F230***069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7 第二

LionA324 黃O興 男 F130***67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8 第二

LionA325 黃O晨 男 F131***40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29 第二

LionA326 楊O潔 女 F230***123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0 第二

LionA327 葉O柔 女 F230***487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1 第二

LionA328 劉O賢 男 F131***59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2 第二

LionA329 劉O洺 男 Q124***09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3 第二

LionA330 蔡O庭 女 F230***50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4 第二

LionA331 蔡O蓁 女 P224***313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5 第二

LionA332 蔡O羽 女 F230***69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6 第二

LionA333 蔡O玲 女 F230***173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7 第二

LionA334 蔡O毅 男 F131***40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8 第二

LionA335 鄭O元 男 A131***315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39 第二

LionA336 盧O諺 男 F131***68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0 第二

LionA337 賴O雯 女 F230***95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1 第二

LionA338 闕O彬 男 F131***711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2 第二

LionA339 趙O斌 男 A131***546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3 第二

LionA340 劉O瑋 男 F131***509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4 第二

LionA341 駱O妤 女 A230***802 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國中部) 家聲樓301 45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198 林O緯 男 C121***84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1 第二

LionB199 林O恩 男 F132***65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2 第二

LionB200 黃O緯 男 C121***15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3 第二

LionB201 許O菱 女 C221***77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4 第二

LionB202 王O辰 男 C121***54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5 第二

LionB203 盧O澔 男 E126***19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6 第二

LionB204 李O甄 女 C221***28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7 第二

LionB205 林O睿 男 C121***54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8 第二

LionB206 田O寧 女 A231***15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9 第二

LionB207 邱O崴 男 C121***92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10 第二

LionB208 柯O廷 女 C221***622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1 第二

LionB209 翁O景 男 C121***030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2 第二

LionB210 楊O逸 男 C121***091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3 第二

LionB211 張O婕 女 A230***652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4 第二

LionB212 劉O妤 女 C221***215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5 第二

LionB213 劉O忻 男 C121***933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6 第二

LionB214 邱O盈 女 C221***240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7 第二



LionB215 施O瑄 女 C221***218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8 第二

LionB216 黃O 男 N127***816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19 第二

LionB217 丁O寧 女 C221***573 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家聲樓302 20 第二

LionB218 唐O家 男 A131***593 台北市奎山學校 家聲樓302 21 第二

LionB219 陳O愷 男 A170***020 台北美國學校 家聲樓302 22 第二

LionB220 陳O茵 女 A270***981 台北美國學校 家聲樓302 23 第二

LionB221 黃O捷 男 A170***999 台北美國學校 家聲樓302 24 第二

LionB222 黃O豪 男 A132***736 台北歐洲學校 家聲樓302 25 第二

LionB223 李O恩 男 F132***100 新北市鷺江國小 家聲樓302 26 第二

LionB224 陳O寧 男 F131***628 新北市忠義國小 家聲樓302 27 第二

LionB225 許O瑋 男 A132***818 新北市昌平國小 家聲樓302 28 第二

LionB226 蔡O涵 女 F231***423 新北市正義國小 家聲樓302 29 第二

LionB227 莊O溱 女 F231***096 新北市鷺江國小 家聲樓302 30 第二

LionB228 邱O淳 女 F231***251 新北市忠義國小 家聲樓302 31 第二

LionB229 林O榆 女 F270***067 新北市成功國小 家聲樓302 32 第二

LionB230 劉O言 女 A231***255 新北市龍埔國小 家聲樓302 33 第二

LionB231 蕭O仁 男 F132***589 新北市龍埔國小 家聲樓302 34 第二

LionB232 蕭O蓁 女 F231***429 新北市龍埔國小 家聲樓302 35 第二

LionB233 陳O均 女 T225***665 新北市龍埔國小 家聲樓302 36 第二

LionB234 黃O珊 女 F231***291 新北市龍埔國小 家聲樓302 37 第二

LionB235 陳O 女 A231***677 台北市民生國小 家聲樓302 38 第二

LionB236 黃O妤 女 F231***103 台北市民生國小 家聲樓302 39 第二

LionB237 張O維 男 A131***499 台北市民生國小 家聲樓302 40 第二

LionB238 鐘O芸 女 A230***595 台北市民生國小 家聲樓302 41 第二

LionB239 戴O宸 男 A131***273 台北市民生國小 家聲樓302 42 第二

LionB240 高O涓 女 C221***512 基隆市聖心國小 家聲樓302 43 第二

LionB241 俞O嬡 女 C221***16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44 第二

LionB242 陳O翰 男 D123***773 高雄市明德國小 家聲樓302 45 第二

LionB243 陳O鈞 男 N170***368 臺中市育仁小學 家聲樓302 46 第二

LionB244 陳O廷 男 N170***377 臺中市育仁小學 家聲樓302 47 第二

LionB245 王O元 男 C170***24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48 第二

LionB246 陳O琪 女 A231***481 桃園市文欣國小 家聲樓302 49 第二

LionB247 莊O擎 男 A131***632 基隆聖心小學 家聲樓302 50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248 蔡O庭 女 A230***009 台北市光復國小 家聲樓802 1 第二

LionB249 陳O丞 男 F131***052 基隆市信義國小 家聲樓802 2 第二

LionB250 陳O瑄 女 F231***015 基隆市信義國小 家聲樓802 3 第二

LionB251 陳O宇 男 F131***367 新北市汐止國小 家聲樓802 4 第二

LionB252 林O安 男 C121***948 基隆市聖心國小 家聲樓802 5 第二



LionB253 林O安 男 C121***219 基隆市聖心國小 家聲樓802 6 第二

LionB254 廖O毅 男 F132***345 新北市瑞芳國小 家聲樓802 7 第二

LionB255 陳O新 男 N126***963 彰化市平和國小 家聲樓802 8 第二

LionB256 唐O軒 男 F131***619 新北市汐止青山國中小學 家聲樓802 9 第二

LionB257 楊O安 女 F230***345 青山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10 第二

LionB258 朱O緯 男 C121***107 基隆市二信國小 家聲樓802 11 第二

LionB259 朱O瑀 女 C221***699 基隆市聖心小學 家聲樓802 12 第二

LionB260 蔡O琳 女 C221***017 基隆市聖心國小 家聲樓802 13 第二

LionB261 周O帆 男 A131***609 新北市青山國中小 家聲樓802 14 第二

LionB262 陳O融 男 F131***023 新北市青山國小 家聲樓802 15 第二

LionB263 劉O琳 女 F230***913 新北市青山國小 家聲樓802 16 第二

LionB264 林O孺 男 F132***775 淡水國小 家聲樓802 17 第二

LionB265 張O榤 男 F131***461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國中小 家聲樓802 18 第二

LionB266 王O琳 女 C221***24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802 19 第二

LionB267 王O庭 女 F231***54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家聲樓802 20 第二

LionB268 黃O淇 女 A231***587 台北市士林國小 家聲樓802 21 第二

LionB269 詹O誠 男 F131***001 北新國小 家聲樓802 22 第二

LionB270 詹O寗 女 F231***505 新北市北新國小 家聲樓802 23 第二

LionB271 劉O昌 男 A132***548 台北市 家聲樓802 24 第二

LionB272 朱O慈 女 F231***152 新北市埔墘國小 家聲樓802 25 第二

LionB273 張O寧 女 A230***683 台北市靜心小學 家聲樓802 26 第二

LionB274 蔡O晉 男 O100***028 新竹市龍山國小 家聲樓802 27 第二

LionB275 莊O鈞 男 F130***203 新北市昌隆國小 家聲樓802 28 第二

LionB276 柯O筑 女 F230***700 青山國中小 家聲樓802 29 第二

LionB277 吳O潁 男 F132***421 文德國小 家聲樓802 30 第二

LionB278 李O瑞 男 A131***785 台北市興華國小 家聲樓802 31 第二

LionB279 賴O軒 男 A170***027 新北市忠義國小 家聲樓802 32 第二

LionB280 蘇O怡 女 A231***182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國小 家聲樓802 33 第二

LionB281 蔡O沅 男 A131***510 台北市光復國小 家聲樓802 34 第二

LionB282 林O妍 女 F231***503 文聖國小 家聲樓802 35 第二

LionB283 林O妤 女 F231***512 文聖國小 家聲樓802 36 第二

LionB284 朱O翰 男 F131***588 新北巿成州國小 家聲樓802 37 第二

LionB285 陳O潔 女 A230***028 力行國小 家聲樓802 38 第二

LionB286 胡O中 男 F131***237 台北市公館國小 家聲樓802 39 第二

LionB287 陳O仟 女 A231***613 碧湖國小 家聲樓802 40 第二

LionB288 曾O 男 A131***302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 家聲樓802 41 第二

LionB289 陳O騰 男 A222***678 清華附小 家聲樓802 42 第二

LionB290 廖O言 女 F231***642 新北市莒光國小 家聲樓802 43 第二

LionB291 呂O穎 男 U122***828 文德國小 家聲樓802 44 第二

LionB292 劉O睿 男 F131***458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學 家聲樓802 45 第二



LionB293 呂O甯 女 A231***612 台北市五常國小 家聲樓802 46 第二

LionB294 黃O淳 女 C221***108 基隆市聖心小學 家聲樓802 47 第二

LionB295 白O銘 男 A130***635 萬大國小 家聲樓802 48 第二

LionB296 吳O楷 男 F132***063 新北市淡水國小 家聲樓802 49 第二

LionB297 施O溱 女 A231***630 蓬萊國小 家聲樓802 50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298 謝O庭 女 F231***577 海山國小 思源樓B102 1 第二

LionB299 謝O宸 男 F131***777 海山國小 思源樓B102 2 第二

LionB300 王O雁 女 A231***449 新北市永平國小 思源樓B102 3 第二

LionB301 陳O勳 男 A132***877 東湖國小 思源樓B102 4 第二

LionB302 陳O銘 男 A131***043 東湖國小 思源樓B102 5 第二

LionB303 潘O序 女 F231***728 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 思源樓B102 6 第二

LionB304 鍾O佑 男 A131***877 台北市麗湖國小 思源樓B102 7 第二

LionB305 呂O蓁 女 F231***819 新北巿新莊區榮富國小 思源樓B102 8 第二

LionB306 呂O柔 女 F231***828 新北巿新莊區榮富國小 思源樓B102 9 第二

LionB307 莊O 男 A132***746 新北市永平國小 思源樓B102 10 第二

LionB308 莊O 女 A230***056 新北市永平國小 思源樓B102 11 第二

LionB309 黃O婷 女 A231***363 興德國小 思源樓B102 12 第二

LionB310 李O睿 男 A131***318 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2 13 第二

LionB311 李O融 女 F231***827 新北市重慶國小 思源樓B102 14 第二

LionB312 王O筠 女 H225***015 桃園市福祿貝爾小學 思源樓B102 15 第二

LionB313 林O皓 男 A131***751 武功國小 思源樓B102 16 第二

LionB314 王O婕 女 F231***62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小 思源樓B102 17 第二

LionB315 陳O潔 女 A231***296 台北市薇閣小學 思源樓B102 18 第二

LionB316 李O瑢 女 A231***149 胡適國小 思源樓B102 19 第二

LionB317 梁O鈞 男 A131***139 台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2 20 第二

LionB318 陳O維 男 A170***716 台北市河堤國小 思源樓B102 21 第二

LionB319 陳O瑄 女 A270***457 台北市河堤國小 思源樓B102 22 第二

LionB320 陸O妤 女 A231***403 台北市東湖國小 思源樓B102 23 第二

LionB321 林O恩 女 F231***370 新北市板橋中山國小 思源樓B102 24 第二

LionB322 紀O妍 女 F231***675 新北市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2 25 第二

LionB323 周O軒 女 A231***899 台北市康寧國小 思源樓B102 26 第二

LionB324 高O哲 男 A131***391 蓬萊國小 思源樓B102 27 第二

LionB325 吳O叡 男 A131***250 臺北市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2 28 第二

LionB326 李O寬 男 F131***795 新北巿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2 29 第二

LionB327 施O勳 男 A132***532 台北市博愛國小 思源樓B102 30 第二

LionB328 郭O縈 女 F231***543 土城廣福國小 思源樓B102 31 第二

LionB329 陳O均 男 A131***068 關渡國小 思源樓B102 32 第二

LionB330 施O維 男 A131***090 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2 33 第二



LionB331 施O綸 女 A230***649 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2 34 第二

LionB332 吳O鈞 女 H225***355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小學 思源樓B102 35 第二

LionB333 宋O豪 男 F131***690 青山國民中小學 思源樓B102 36 第二

LionB334 廖O含 女 A230***885 民生國小 思源樓B102 37 第二

LionB335 游O閎 男 A131***150 台北市內湖國小 思源樓B102 38 第二

LionB336 周O岑 女 A231***519 北市大安國小 思源樓B102 39 第二

LionB337 王O愉 女 F231***655 台北市博愛國小 思源樓B102 40 第二

LionB338 高O淇 女 A231***408 大安國小 思源樓B102 41 第二

LionB339 陳O萱 女 J223***909 新竹縣興隆國小 思源樓B102 42 第二

LionB340 裴O齊 男 F132***346 新北市裕德國小 思源樓B102 43 第二

LionB341 葉O伶 女 F231***015 文德國小 思源樓B102 44 第二

LionB342 葉O瑄 女 F231***328 文德國小 思源樓B102 45 第二

LionB343 凌O堃 男 H126***149 桃園市仁和國小 思源樓B102 46 第二

LionB344 林O毅 男 F131***356 新北市成功國小 思源樓B102 47 第二

LionB345 林O瑤 女 F231***819 新北市成功國小 思源樓B102 48 第二

LionB346 黃O綸 男 E170***769 新北市康橋小學 思源樓B102 49 第二

LionB347 陳O均 女 A231***696 士東國小 思源樓B102 50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B348 陳O萱 女 A231***502 台北市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3 1 第二

LionB349 王O一 男 A170***832 新北市康橋小學 思源樓B103 2 第二

LionB350 莊O凊 女 A230***142 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3 3 第二

LionB351 劉O琪 女 A231***819 新北市錦和國小 思源樓B103 4 第二

LionB352 張O翌 男 F132***003 新北市同榮國小 思源樓B103 5 第二

LionB353 許O宸 男 F132***545 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3 6 第二

LionB354 廖O珊 女 A231***858 台北市台雨聲國小 思源樓B103 7 第二

LionB355 連O竹 女 F231***175 新北市重陽國小 思源樓B103 8 第二

LionB356 徐O鈞 男 A131***163 台北市麗湖國小 思源樓B103 9 第二

LionB357 胡O宇 男 F132***475 台北市公館國小 思源樓B103 10 第二

LionB358 朱O碩 男 F132***946 靜心小學 思源樓B103 11 第二

LionB359 許O瑄 女 A270***300 台北市靜心小學 思源樓B103 12 第二

LionB360 林O嫺 女 F231***321 台北市 思源樓B103 13 第二

LionB361 許O舜 男 F132***069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3 14 第二

LionB362 許O豪 男 F132***920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3 15 第二

LionB363 白O璇 女 F231***695 新北市重慶國小 思源樓B103 16 第二

LionB364 杜O穎 男 S125***118 新北市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3 17 第二

LionB365 沈O約 男 FA20***518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3 18 第二

LionB366 王O綾 女 L226***698 新北市插角國小 思源樓B103 19 第二

LionB367 王O豪 男 L126***183 新北市插角國小 思源樓B103 20 第二

LionB368 沈O睿 男 F132***87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3 21 第二



LionB369 蔡O靜 女 F231***819 市教大附小 思源樓B103 22 第二

LionB370 林O恩 女 A231***105 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3 23 第二

LionB371 陳O廷 男 H126***900 平鎮區新榮國小 思源樓B103 24 第二

LionB372 陳O亨 男 Z100***145 平鎮區新榮國小 思源樓B103 25 第二

LionB373 李O辰 男 A131***696 光復國小 思源樓B103 26 第二

LionB374 許O哲 男 A131***263 台北市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3 27 第二

LionB375 邱O瑄 女 N226***483 龍埔國小 思源樓B103 28 第二

LionB376 郭O宇 女 B223***072 台中市信義國小 思源樓B103 29 第二

LionB377 陳O妤 女 F231***168 埔墘國小 思源樓B103 30 第二

LionB378 陳O辰 男 F132***908 埔墘國小 思源樓B103 31 第二

LionB379 黃O銘 男 F132***950 埔墘國小 思源樓B103 32 第二

LionB380 吳O睿 男 A170***019 台北靜心小學 思源樓B103 33 第二

LionB381 蘇O伊 女 A230***033 基隆市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3 34 第二

LionB382 王O翔 男 F132***786 新北泰山同榮國小 思源樓B103 35 第二

LionB383 翁O 男 A170***060 台北市幸安國小 思源樓B103 36 第二

LionB384 翁O 女 A270***718 台北市幸安國小 思源樓B103 37 第二

LionB385 李O志 男 F170***420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小學 思源樓B103 38 第二

LionB386 李O誼 女 F270***255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小學 思源樓B103 39 第二

LionB387 李O安 男 A131***003 台北市景美國小 思源樓B103 40 第二

LionB388 楊O凱 男 A131***640 台北市健康國小 思源樓B103 41 第二

LionB389 游O閱 女 F231***907 新北市北新國小 思源樓B103 42 第二

LionB390 黃O芯 女 A230***390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思源樓B103 43 第二

LionB391 羅O又 女 F231***325 桃子腳中小學 思源樓B103 44 第二

LionB392 蘇O安 女 A230***743 台北市新生國小 思源樓B103 45 第二

LionB393 蘇O任 男 A131***581 台北市新生國小 思源樓B103 46 第二

LionB394 曾O庭 女 T270***610 新北樹林桃子腳國小 思源樓B103 47 第二

LionB395 張O瑜 女 C221***347 基隆市七堵國小 思源樓B103 48 第二

LionB396 謝O妍 女 H225***265 桃園市桃園國小 思源樓B103 49 第二

LionB397 陳O辰 男 O100***730 新竹國小 思源樓B103 50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C054 石O溱 女 C221***60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 第二

LionC055 楊O璇 女 C221***91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 第二

LionC056 李O瑀 女 C221***70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 第二

LionC057 楊O玄 女 A231***25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4 第二

LionC058 高O婷 女 C221***17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5 第二

LionC059 陳O辰 女 C221***52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6 第二

LionC060 楊O萱 女 C221***18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7 第二

LionC061 楊O嘉 女 C221***38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8 第二

LionC062 高O涵 女 C221***97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9 第二



LionC063 黃O瑩 女 C221***79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0 第二

LionC064 陳O賢 男 H126***60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1 第二

LionC065 黃O麟 男 C121***59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2 第二

LionC066 王O勛 男 A170***37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3 第二

LionC067 施O文 男 C121***38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4 第二

LionC068 林O捷 男 C121***98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5 第二

LionC069 李O安 女 F232***09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6 第二

LionC070 宋O宬 男 A132***62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7 第二

LionC071 陳O蓉 女 C221***76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8 第二

LionC072 吳O璇 女 C221***18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19 第二

LionC073 劉O函 女 C221***41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0 第二

LionC074 鄭O家 男 C121***18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1 第二

LionC075 顏O翰 男 C121***53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2 第二

LionC076 姜O憲 男 H126***50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3 第二

LionC077 郭O齊 男 C121***68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4 第二

LionC078 張O甫 男 A132***78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5 第二

LionC079 許O馨 女 F231***60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6 第二

LionC080 葉O胤 男 C121***15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7 第二

LionC081 王O龢 男 F132***29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8 第二

LionC082 黃O愷 男 S126***1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29 第二

LionC083 林O諭 女 C221***00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0 第二

LionC084 李O睿 男 C121***24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1 第二

LionC085 蘇O幃 男 C121***16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2 第二

LionC086 蕭O禾 男 F132***02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3 第二

LionC087 莊O謙 男 C121***35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4 第二

LionC088 張O嘉 男 C121***27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5 第二

LionC089 邵O怡 女 C221***30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6 第二

LionC090 楊O丞 男 F132***84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7 第二

LionC091 俞O貴 男 C121***63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8 第二

LionC092 李O睿 男 C121***12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39 第二

LionC093 范O琦 女 F231***466 新北市竹圍國小 思源樓B104 40 第二

LionC094 陳O寬 男 A132***150 桃園市文欣國小 思源樓B104 41 第二

LionC095 陳O邦 男 A132***900 大安區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4 42 第二

LionC096 林O錡 女 F231***595 新北市永福國小 思源樓B104 43 第二

LionC097 李O愷 男 A132***758 台北市金華國小 思源樓B104 44 第二

LionC098 劉O瑜 女 C221***606 基隆市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4 45 第二

LionC099 楊O澔 男 A132***201 台北市南門國小 思源樓B104 46 第二

LionC100 韓O瑞 男 A131***492 溪口國小 思源樓B104 47 第二

LionC101 蔡O宸 男 A131***676 基隆市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4 48 第二

LionC102 游O宇 男 C121***912 輔大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4 49 第二



LionC103 陳O瑛 女 F270***970 臺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4 50 第二

LionC104 林O崴 男 A170***382 台北市明湖國小 思源樓B104 51 第二

LionC105 林O萱 女 A231***721 健康國小 思源樓B104 52 第二

LionC106 米O祐 男 C121***85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4 53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考場 座位 梯次

LionC107 劉O辰 男 F133***922 新北市碧華國小 思源樓B105 1 第二

LionC108 彭O齊 男 F131***582 安坑國小 思源樓B105 2 第二

LionC109 余O廷 男 F131***678 安坑國小 思源樓B105 3 第二

LionC110 林O弦 女 F231***406 安坑國小 思源樓B105 4 第二

LionC111 邱O碩 男 A131***499 再興小學 思源樓B105 5 第二

LionC112 游O閒 女 F231***308 新和國小 思源樓B105 6 第二

LionC113 姚O宇 男 F129***840 新北市安坑國小 思源樓B105 7 第二

LionC114 林O甯 女 F231***275 基隆市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5 8 第二

LionC115 陳O楷 男 A131***617 麗湖國小 思源樓B105 9 第二

LionC116 陳O佑 男 C121***160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5 10 第二

LionC117 吳O霈 女 C221***425 輔大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5 11 第二

LionC118 王O任 男 A132***050 聖心小學 思源樓B105 12 第二

LionC119 劉O佑 男 C121***356 基隆市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5 13 第二

LionC120 陳O宴 男 A170***260 清華附小 思源樓B105 14 第二

LionC121 吳O叡 男 C121***615 基隆市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5 15 第二

LionC122 林O蓁 女 A231***595 台北市新生國小 思源樓B105 16 第二

LionC123 鍾O軒 女 A231***460 東湖國小 思源樓B105 17 第二

LionC124 廖O安 女 F232***758 新北市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5 18 第二

LionC125 陳O文 男 A132***573 福星國小 思源樓B105 19 第二

LionC126 郭O晨 男 F132***660 民安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5 20 第二

LionC127 羅O嘉 男 A132***568 碧湖國小 思源樓B105 21 第二

LionC128 王O榛 女 F231***831 新北市板橋國小 思源樓B105 22 第二

LionC129 莊O 男 A132***361 新北市永平國小 思源樓B105 23 第二

LionC130 王O裕 男 H126***458 桃園市福祿貝爾小學 思源樓B105 24 第二

LionC131 林O恩 男 C121***7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5 25 第二

LionC132 飛O鈞 男 F132***217 基隆輔大聖心國小 思源樓B105 26 第二

LionC133 梁O恩 女 A231***246 台北市仁愛國小 思源樓B105 27 第二

LionC134 李O恩 男 A132***245 台北市立復興小學 思源樓B105 28 第二

LionC135 李O哲 男 A132***263 台北市立復興小學 思源樓B105 29 第二

LionC136 王O誠 男 F131***222 新北市育才國小 思源樓B105 30 第二

LionC137 陳O軒 男 A170***949 台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思源樓B105 31 第二

LionC138 賀O鈺 男 F132***1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思源樓B105 32 第二

LionC139 紀O辰 男 F132***963 新北市莒光國小 思源樓B105 33 第二

LionC140 劉O瑋 男 F132***626 新北市永福國小 思源樓B105 34 第二



LionC141 張O淳 男 A131***911 台北市敦化國小 思源樓B105 35 第二

LionC142 樊O 男 A132***257 台北市博愛國小 思源樓B105 36 第二

LionC143 彭O卉 女 F232***023 新北市新泰國小 思源樓B105 37 第二

LionC144 林O妘 女 F232***686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小 思源樓B105 38 第二

LionC145 蔡O程 男 F132***688 鷺江國小 思源樓B105 39 第二

LionC146 林O泓 男 F132***575 台北市 思源樓B105 40 第二

LionC147 呂O儒 男 H126***155 桃園建德國小 思源樓B105 41 第二

LionC148 李O蓁 女 H226***133 西門 思源樓B105 42 第二

LionC149 汪O彤 女 A231***832 北投區文化國小 思源樓B105 43 第二

LionC150 宋O澈 男 A170***801 天母國小 思源樓B105 44 第二

LionC151 李O杰 男 P124***112 瑞芳國小 思源樓B105 45 第二

LionC152 羅O文 男 F132***163 桃子腳中小學 思源樓B105 46 第二

LionC153 曾O淩 女 T226***321 新北樹林桃子腳國小 思源樓B105 47 第二

LionC154 陳O睿 女 A231***972 新北市樹林桃子腳國小 思源樓B105 48 第二

LionC155 曹O華 男 A132***792 私立育才雙語小學 思源樓B105 49 第二

LionC156 李O宇 男 H170***755 桃園市私立新興國際中小學 思源樓B105 50 第二

LionC157 曹O澤 男 F132***389 新北市昌隆國小 思源樓B105 51 第二

LionC158 馬O仁 男 H126***891 台東縣馬蘭國小 思源樓B105 52 第二

LionC159 林O頡 男 M123***509 桃園市福祿貝爾小學 思源樓B105 53 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