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A001 張*涵 女 A230***358 2003-10-23 明湖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2 張*敏 女 A230***959 2005-1-3 明湖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3 黃*軒 男 F131***048 2005-5-25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4 李*軒 男 A130***035 2004-9-8 台北市立龍門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5 趙*蒲 女 A230***795 2003-6-8 臺北市西湖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6 林*崴 男 A131***806 2003-9-27 私立延平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7 蔡*愷 男 A131***912 2003-11-22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8 李*頡 男 F130***422 2004-1-3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09 吳*筠 女 A231***802 2003-12-26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0 林*潁 女 A231***843 2004-8-8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1 許*宸 女 A230***610 2004-7-7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2 徐*淇 女 F231***107 2004-2-19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3 吳*得 男 A131***198 2004-8-11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4 洪*晴 女 A231***495 2004-1-3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5 張*庭 女 A230***331 2003-11-19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6 梁*薰 女 A231***200 2004-8-10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7 鍾*哲 男 A131***489 2004-4-29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8 陳*臻 女 A231***456 2004-3-24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19 洪*辰 女 H225***353 2004-2-7 靜修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0 蔡*皓 男 A131***536 2003-9-2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1 李*洺 男 A131***931 2004-11-5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2 余*綺 女 A231***918 2005-3-28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3 張*仁 男 F131***898 2004-4-26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4 黃*翔 男 A131***708 2004-7-18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5 張*喬 男 A131***277 2004-4-17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6 江*凡 男 A131***628 2004-6-2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7 何*妤 女 A231***461 2003-12-28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8 孟* 男 A131***869 2004-4-4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29 陳*廷 男 A131***112 2004-5-2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0 陳*宇 男 A131***612 2004-9-10 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國中部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1 朱*陞 男 F170***198 2004-5-27 復興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2 潘*晏 女 A231***402 2005-1-18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3 沈*約 男 FA20***518 2004-9-25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4 杜*穎 男 S125***118 2004-10-2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5 黃*歆 女 F230***263 2004-8-9 新北市汐止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6 陳*妤 女 F231***168 2004-11-17 新北市海山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7 楊* 女 A231***776 2004-1-24 台北市金華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8 莊*昀 女 F229***168 2003-11-4 新北市恆毅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LionA039 莊*鈞 男 F130***203 2005-5-6 新北市恆毅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001 張*祈 男 E126***642 2006-9-24 新北市裕德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2 謝*宸 男 F131***063 2007-11-2 新北市正義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3 劉*彤 女 F232***606 2009-9-1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4 張*寧 女 N226***145 2005-12-17 台北市華興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5 吳*楷 男 F132***063 2008-5-20 新北市鄧公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6 陳*婕 女 F231***337 2008-8-20 新北市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7 陳*安 男 A131***133 2006-1-1 台北市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8 黃*倫 女 F231***863 2006-11-20 新北市正義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09 陰*澔 男 F132***865 2006-9-8 新北市及人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0 張*琪 女 A231***217 2007-12-28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1 王*棋 男 F132***739 2008-1-4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2 王*婷 女 F231***382 2007-2-6 台北市私立立人國際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3 蘇*任 男 A131***581 2007-8-24 台北市新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4 蘇*安 女 A230***743 2005-10-29 台北市新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5 童*瑞 男 A131***463 2005-9-4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6 朱*怡 女 F270***592 2005-12-7 台北美國學校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7 胡*宇 男 F132***475 2006-9-24 台北市公館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8 王*婕 女 F231***621 2006-11-25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19 柯*佑 女 F232***531 2009-8-10 新北市五華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0 黃*淇 男 C121***040 2008-6-10 台北市大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1 宋*倫 男 G122***082 2007-2-13 台北市市大附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2 林*宜 女 A231***710 2005-12-7 台北市雙蓮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3 吳*宇 男 A131***370 2008-4-8 台北市健康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4 沈*竹 男 A131***761 2005-12-13 台北市明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5 劉*睿 男 F131***458 2005-10-1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6 林*沂 男 C121***261 2008-8-25 台北市北市大附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7 陳*蓁 女 F231***439 2007-11-10 新北市育才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8 賴*宇 男 F132***048 2009-1-10 台北市碧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29 李*安 男 A131***417 2007-10-10 民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0 林*妏 女 A230***688 2007-9-13 台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1 廖*毅 男 F170***135 2007-10-1 臺北市指南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2 吳*寧 女 A231***206 2009-1-10 臺北市芝山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3 王*人 女 D223***735 2008-4-11 新北市莒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4 游*兆 男 L126***612 2005-9-8 社口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5 連*辰 男 G122***038 2006-1-24 台北市舊莊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6 黃*凱 男 A132***516 2008-4-26 台北市福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7 蕭*倢 女 A230***212 2007-1-2 民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LionB038 石*瀧 男 A131***128 2007-7-30 台北市景興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C001 黃*鈞 男 A132***885 2010-1-9 台北市百齡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2 陳* 男 F132***218 2008-9-21 台北市南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3 黃*宥 男 A132***735 2009-1-31 台北市華興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4 陳*芃 男 F132***981 2009-4-11 台北市石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5 李*彥 男 F132***503 2009-1-19 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6 洪*棋 男 A132***813 2009-6-10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7 林*妘 女 F232***686 2010-7-6 新北市頭湖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8 張*富 男 H126***303 2009-10-23 新北市麗園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09 呂*儒 男 H126***155 2011-2-7 建德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0 陳*銓 男 L126***136 2009-10-10 新北市光復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1 劉*瑋 男 F132***626 2009-3-18 新北市永福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2 陳*軒 男 A170***949 2008-10-8 台北市私立復興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3 林*佳 男 A132***287 2008-10-4 台北市雙蓮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4 陳*安 女 A231***971 2011-4-11 台北市仁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5 俞*瑞 男 A132***941 2009-12-16 台北市玉成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6 陸*同 男 F132***517 2010-1-29 台北市志清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7 林*愉 女 A231***455 2011-1-26 台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8 侯*帆 男 A170***311 2011-3-8 台北市歐洲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19 吳*潔 女 U222***892 2009-12-13 台北市成德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0 王*人 男 D123***038 2009-10-7 新北市莒光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1 林*宏 男 F132***197 2010-1-3 台北市私立靜心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2 陳*果 女 A231***068 2008-10-27 台北市南湖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3 葉*淳 男 J123***723 2009-11-28 台北市陽明山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4 劉*妍 女 A231***995 2009-6-10 台北市薇閣國民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5 趙*祈 男 A132***752 2008-11-3 台北市國北教大實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6 楊*浩 男 A132***428 2010-10-31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7 許*燁 男 S222***199 2011-1-25 新北市莒光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8 陳*潔 女 F232***053 2009-10-22 私立裕德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29 程*涵 女 A231***309 2010-5-18 台北市仁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0 洪*瑄 女 A230***220 2010-6-24 幸安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1 吳*賢 男 A132***279 2009-5-15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2 黃*緁 女 A231***813 2008-11-2 台北市光復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3 楊*穎 女 S225***935 2008-11-1 新北市重陽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4 林*喨 男 A132***257 2011-5-17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5 林*程 男 A132***331 2009-5-8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6 曾*鈞 男 F132***936 2009-5-2 台北市長春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7 廖*妤 女 A270***817 2009-5-23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LionC038 鄭*元 男 F133***350 2011-11-26 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一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A040 廖*槿 男 F170***557 2005-9-9 臺北市伯大尼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1 艾* 女 F231***645 2005-4-11 新北市崇光女中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2 吳*慧 女 A230***160 2004-2-18 台北市延平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3 陳*禎 男 F131***229 2004-3-15 台北市延平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4 蕭*臻 女 A230***282 2004-6-1 台北市延平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5 葉*峰 男 J123***476 2004-9-27 台北市格致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6 亞*都 男 A170***547 2004-11-18 台北市天母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7 李*渝 女 A231***990 2005-7-28 台北市金華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8 李*樂 男 A131***057 2005-7-27 台北市大同高中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49 黃*語 女 A231***786 2004-12-31 台北市大直高中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0 陳*豪 男 A132***799 2005-7-11 台北市石牌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1 梅*元 男 A130***392 2005-7-2 台北市南門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2 黃*碩 男 A131***095 2005-8-22 台北市石牌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3 顏*綺 女 A231***763 2005-7-31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4 項*欣 女 F231***399 2004-12-2 北市天母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5 顏*宇 女 A230***528 2003-12-21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6 謝*妮 女 A230***582 2005-5-19 台北市建成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7 陳*佑 男 F131***635 2004-8-3 新北市中正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8 郭*羽 女 A231***115 2005-6-21 敦化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59 謝*芯 女 A230***873 2003-8-3 台北市和平高中附設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0 吳*濬 男 F131***331 2005-2-3 新北市忠孝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1 林*艷 女 A230***305 2005-8-1 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2 吳*叡 男 F131***248 2004-2-9 新北市海山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3 曾*華 男 A131***061 2005-5-25 介壽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4 黃*閎 男 J123***673 2003-10-18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5 李*誼 男 A130***748 2004-4-29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中附設國中部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6 郭*瑩 女 F231***543 2005-1-23 板橋忠孝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7 陳*柔 女 F231***090 2003-12-15 新北市南山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8 李*杰 男 A131***919 2003-9-22 北市士林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69 洪*瑜 男 F131***768 2004-8-29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0 侯*誠 男 A131***579 2004-8-10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1 黃*卉 女 F231***221 2003-1-27 台北市延平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2 吳*璇 女 A231***622 2004-10-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3 李*穎 女 A230***283 2004-11-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4 李*霆 男 A170***567 2005-3-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5 吳*瑾 女 A231***722 2004-10-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6 詹*彰 男 H126***560 2005-2-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LionA077 吳*霆 男 A170***279 2004-11-1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039 傅* 女 A270***662 2008-9-12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0 劉*琦 女 A231***628 2008-9-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1 李*寧 女 A270***557 2007-10-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2 陳*妍 女 F270***996 2008-7-2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3 詹*宸 男 H125***556 2008-4-1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4 吳*妮 女 A230***917 2008-4-1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5 吳*旼 男 F170***869 2008-6-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6 許*霆 男 A132***988 2007-5-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7 李*葳 女 F230***455 2007-10-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8 黃*翎 女 A231***235 2008-4-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49 吳*葶 女 A231***038 2007-11-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0 胡*睿 男 A132***828 2008-1-1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1 陳*澤 男 A132***417 2008-1-30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2 詹*紘 男 H125***547 2008-4-1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3 吳*寬 男 A131***261 2007-2-2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4 沈*樊 男 A132***367 2007-10-1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5 李*嫻 女 A231***336 2007-1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6 陳*佑 男 A132***852 2005-1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7 蔡*倢 女 F230***550 2005-9-1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8 王*泰 男 A170***546 2007-9-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59 范*庸 男 H170***485 2008-8-12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0 王*瑀 女 A231***580 2005-11-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1 劉*維 男 A132***848 2006-7-2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2 孫*睿 男 A132***990 2006-4-2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3 呂*菱 女 F230***995 2005-12-2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4 余*誠 男 A132***701 2008-3-2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5 張*瑜 女 A230***989 2007-10-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6 高*妤 女 W200***371 2007-9-1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7 簡*安 女 A231***193 2008-3-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8 李*恩 男 A132***146 2008-8-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69 黃*翔 男 A132***066 2007-1-2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0 蘇*俞 男 O100***608 2006-7-19 台北市景美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1 胡*又 男 F132***815 2008-4-9 新北市板橋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2 郭*斌 男 F132***180 2008-4-19 新北市榮富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3 王*傑 男 A131***320 2007-12-28 臺北市南門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4 王*鈞 男 A131***339 2007-12-28 臺北市福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LionB075 吳*翰 男 F132***696 2008-6-30 新北市實踐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C039 陳*迅 男 A132***256 2009-9-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0 張*杰 男 A132***512 2010-6-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1 賴*函 女 F232***857 2009-10-1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2 江*軒 男 A131***762 2009-11-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3 林*堯 男 L126***041 2010-5-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4 柯*仁 男 A132***797 2010-8-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5 陳*志 男 A170***000 2010-4-1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6 王*翰 男 A132***808 2009-11-2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7 陳*東 男 A131***308 2010-5-2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8 胡*瑜 女 A231***315 2009-12-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49 江*潤 男 F133***411 2011-5-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0 楊*滕 男 A132***205 2010-10-1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1 高*喬 女 A231***721 2011-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2 馬*苓 女 A230***742 2011-5-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3 黃*芸 女 A231***117 2011-2-20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4 吳*頤 女 A230***285 2011-2-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5 李*洋 男 A132***845 2011-2-2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6 陳*尹 男 A131***821 2011-4-1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7 葉*鋐 男 A131***103 2011-8-30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8 鄭*晴 女 A231***620 2010-10-2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59 劉*甄 女 S225***212 2010-7-30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0 林*瑄 女 A231***599 2009-11-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1 陳*序 男 A132***242 2009-10-1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2 周*恩 男 A132***817 2009-12-1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3 林*安 女 U222***249 2009-10-2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4 謝*霏 女 A270***077 2008-9-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5 林*融 男 A132***343 2009-3-1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6 柯*翰 男 A131***407 2008-12-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7 許*葳 女 A231***546 2009-4-1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8 程*恩 男 A132***989 2010-2-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69 陳* 男 A131***282 2010-6-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0 蕭*妍 女 A231***250 2011-3-2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1 葉*芸 女 A231***593 2011-3-1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2 邱*晴 女 A231***548 2011-2-1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3 白*維 男 A132***462 2011-5-3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4 梁*函 女 A230***073 2009-5-1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5 李*瑀 女 A231***419 2009-3-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LionC076 姚*恩 女 A231***002 2009-4-2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二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A078 王*筠 女 H225***015 2005-5-17 桃園市復旦高中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79 陳*楷 男 N126***991 2003-12-11 彰化精誠中學國中部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0 鍾*雄 男 K123***149 2005-3-4 台中市潭秀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1 蔡*蓉 女 L225***806 2004-11-26 台中市潭秀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2 姜*如 女 H226***195 2005-8-9 桃園市振聲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3 李*恩 男 H125***080 2003-9-10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4 夏*妤 女 A230***692 2003-11-13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5 傅*穎 女 H225***180 2004-8-30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6 王*雅 女 H225***920 2003-11-21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7 林*諺 男 H126***585 2004-6-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8 許*儀 女 H225***027 2003-9-23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89 林*宇 男 H125***069 2003-9-2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0 游*允 女 H225***729 2004-3-23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1 胡*祺 男 H125***943 2003-11-2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2 鍾*謙 男 H125***201 2003-9-27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3 盧*帆 男 H126***779 2005-5-6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4 徐*睎 女 H225***678 2003-12-18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5 王*雯 女 H225***063 2003-10-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6 林*辰 男 H126***083 2003-10-30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7 竺*恩 男 H125***247 2003-11-12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8 曾*菲 女 H225***951 2004-3-2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099 邱*華 女 H225***815 2004-7-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0 游*瀚 男 H126***251 2004-3-1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1 林*程 男 J123***871 2004-3-2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2 王*任 男 H126***357 2004-2-16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3 蔡*祐 男 H126***970 2005-8-1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4 黃*喬 女 F231***859 2004-11-13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5 王*禹 男 H126***108 2004-10-28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6 洪*瑋 男 D123***953 2005-2-1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7 范*承 男 H125***446 2004-11-20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8 張*霆 男 H126***819 2004-10-7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09 温*淇 女 H225***496 2005-1-11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0 羅*語 女 H225***320 2005-8-4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1 許*翔 男 H126***376 2005-7-7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2 陳*友 男 K123***638 2004-11-15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3 沈*諺 男 F131***248 2003-10-16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4 張*祐 男 A131***441 2004-3-4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5 沈*宇 男 C121***093 2005-4-4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6 鍾*蒽 女 C221***043 2003-2-15 基隆市銘傳國中 實習大樓421 第三

LionA117 高*萱 女 C221***479 2004-6-10 基隆市安樂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421 第三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076 亞*德 男 H125***528 2007-10-26 台北市天母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77 徐* 男 A132***299 2009-3-23 台北市華興中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78 張*衡 男 F132***775 2007-10-17 裕德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79 李*齊 男 A132***529 2007-5-18 台北市新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0 李*瑄 女 A231***346 2008-9-15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1 劉*昌 男 A132***738 2008-4-10 台北市三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2 廖*珊 女 A231***858 2007-1-3 台北市雨聲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3 洪*恩 女 A230***223 2007-1-2 幸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4 林*可 男 A132***925 2006-10-3 台北市龍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5 阮*寧 男 A132***460 2006-5-19 台北市龍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6 李*燁 男 A131***525 2007-3-26 台北市龍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7 黃*茹 女 F231***529 2005-12-2 新北市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8 李*庭 男 A131***815 2008-3-8 台北市龍安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89 廖*豪 男 A170***735 2006-7-14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0 李*穎 男 H125***795 2008-12-24 大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1 陳*愷 男 A132***282 2008-1-24 台北市石牌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2 鄭*媞 女 F231***372 2007-12-6 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3 鍾*軒 男 A132***877 2007-3-2 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4 賈*翔 男 A132***549 2006-10-1 台北市螢橋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5 陳*于 女 F231***827 2006-10-27 新北市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6 陳*慈 女 F231***818 2006-10-27 新北市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7 陳*宇 男 A131***536 2008-4-28 台北市國語實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8 鄭*涵 女 F231***735 2007-6-5 台北市東門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099 楊*楨 男 R125***599 2006-4-26 台北市南門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0 陳*帆 男 H126***087 2007-1-21 台北市光仁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1 黃*淇 女 A231***587 2006-5-11 臺北市士林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2 謝*恆 男 N127***680 2008-3-14 新北市鷺江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3 蔡*耕 女 A270***368 2008-2-4 台北市敦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4 蔡*耕 女 A270***359 2008-2-4 台北市敦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5 鍾*軒 女 A231***460 2008-9-28 東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6 林*蓁 女 F231***319 2008-3-7 新北市廣福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7 陳*恩 男 F132***268 2006-11-7 新北市廣福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8 陳*妤 女 F231***898 2007-6-12 新北市廣福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09 蔡*沅 男 A131***510 2006-2-14 台北市光復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10 林*葳 女 A231***807 2008-6-10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11 伍*蔚 男 F132***331 2006-2-16 新北市集美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12 郭*澔 男 A132***659 2008-7-8 台北市敦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113 陳*新 男 N126***963 2007-12-12 彰化平和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三

LionB225 許*瑄 女 A270***300 2007-6-27 台北市靜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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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C077 張*婕 女 A231***225 2010-12-23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78 李*澤 男 A170***746 2009-5-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79 曾*允 女 A231***917 2008-12-16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0 王*晴 女 A270***337 2009-4-4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1 黃*庭 男 A132***149 2009-7-5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2 狄*安 女 A231***612 2010-12-2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3 謝*瑄 女 A231***698 2008-10-1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4 謝*潔 女 A231***899 2009-7-29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5 吳*陞 男 A132***270 2010-11-11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6 呂*瑜 女 A231***988 2011-3-18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7 陳*安 女 F231***986 2009-3-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8 劉*安 女 F231***106 2010-9-27 臺北市私立立人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89 楊*毅 男 A132***127 2011-1-24 台北市私立立人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0 郭*茵 女 A231***192 2009-12-10 台北市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1 郭*豐 男 A132***223 2011-7-2 台北市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2 李*睿 男 A132***628 2009-1-13 台北市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3 劉*碩 男 A132***805 2008-11-12 台北市立人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4 張*諺 男 A132***896 2010-1-28 台北市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5 張*語 男 A132***903 2010-1-28 台北市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6 黃*萱 女 A231***638 2008-10-1 台北市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7 王*程 男 A132***891 2008-10-24 北市立人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8 李*勳 男 A132***727 2010-5-22 立人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099N****a M***a女 AD03***406 2010-9-14 台北市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0 陳*鬘 女 A270***746 2010-3-3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1 彭*齊 男 A132***408 2010-3-6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2 張*方 女 A231***310 2010-1-12 台北市博愛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3 邱*喬 女 A231***325 2009-11-16 台北市光復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4 黃*元 男 A132***229 2009-9-4 台北市光復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5 陳*蓁 女 A231***888 2011-6-7 新北市重慶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6 吳*澔 男 G122***896 2009-7-20 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7 李*丞 男 A170***177 2010-10-13 台北市明德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8 鄭*妡 女 F232***352 2009-8-22 新北市秀峰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09 陳*安 女 P224***268 2009-10-16 北市大附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10 何*蔓 女 G222***726 2009-10-8 新北市新埔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11 許*甄 女 A270***162 2009-12-19 台北市力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12 許*誠 男 A170***550 2009-12-19 台北市力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13 林*妮 女 F270***112 2008-10-27 台北市東門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LionC114 呂*宏 男 A132***545 2011-5-6 台北市三興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三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114 李*妮 女 A231***463 2007-12-31 北市士林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15 李*康 男 A132***312 2009-4-23 北市士林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16 李*煥 男 A132***235 2006-11-16 北市士林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17 曾*瑜 女 A230***569 2006-5-12 西松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18 黃*仲 男 A224***169 2006-9-3 台北市復興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19 梁*禎 女 F231***390 2008-6-9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0 楊*妮 女 A270***120 2007-11-12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1 劉*琪 女 A231***819 2007-6-26 新北市錦和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2 莊*凊 女 A230***142 2006-4-25 台北市仁愛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3 郭*卉 女 F231***601 2008-6-2 土城廣福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4 魏*安 男 A132***766 2007-12-3 台北市力行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5 陳*辰 男 F132***329 2009-4-4 台北市天母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6 廖*辰 男 A131***856 2007-10-9 台北市景美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7 林*妤 女 N226***288 2009-6-18 新北市重陽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8 劉*廷 男 F132***657 2009-4-4 新北市碧華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29 黃*綸 男 E170***769 2008-2-27 康橋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0 王*博 男 F132***580 2006-2-23 新北市重陽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1 林*芃 女 F231***070 2006-7-13 新北市永福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2 林*錡 女 F231***595 2008-9-23 新北市永福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3 陳*璇 女 A230***142 2007-8-7 新北市重慶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4 陳*听 女 F231***546 2007-11-8 新北市竹林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5 彭*喬 女 A230***138 2008-5-8 台北市民生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6 李*志 男 F170***420 2006-6-19 台北市大附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7 李*誼 女 F270***255 2006-6-19 台北市大附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8 吳*名 男 F132***437 2007-9-15 板橋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39 陳*甫 男 F132***188 2008-8-27 新北市板橋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0 吳*恩 女 G222***306 2006-10-6 新北市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1 吳*翰 男 G122***085 2007-11-22 新北市海山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2 楊*翔 男 F132***821 2007-1-10 國光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3 陳*辰 男 F132***908 2008-3-9 新北市埔墘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4 吳*悅 女 N270***206 2006-10-4 台北市建安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5 魏*佑 男 F131***661 2006-11-26 新北市秀朗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6 許*哲 男 A131***263 2006-11-13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7 郭*彥 男 A131***455 2007-4-19 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8 林*潔 女 F231***058 2007-2-19 新北市錦和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49 林*洋 男 H125***532 2006-4-5 台北市東門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LionB150 李*寬 男 F131***795 2007-9-26 新北巿龍埔國小 實習大樓421 第四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151 葉*安 男 A131***232 2005-11-1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2 朱*瑀 女 C221***699 2007-11-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3 王*媗 女 C221***413 2008-3-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4 王*庭 女 F231***546 2008-8-1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5 彭*傑 男 F132***395 2008-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6 莫*翔 男 F132***776 2006-7-2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7 黃*軒 男 C121***215 2007-10-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8 黃*翰 男 C121***233 2007-10-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59 鄭*翔 男 C121***823 2006-7-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0 吳* 女 A231***029 2007-11-2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1 辜*陞 男 C121***963 2008-3-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2 邱*郡 男 F131***836 2006-12-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3 柯*翰 男 C121***049 2008-2-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4 余*誠 男 C121***865 2008-2-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5 曾*崴 男 C121***978 2007-8-2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6 張*慶 男 C121***362 2008-7-2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7 林*庭 女 C221***251 2007-4-19 基隆市隆聖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8 廖*靚 男 B123***870 2007-7-11 雲林縣樟湖生態國中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69 蔡*鍇 男 C121***619 2009-7-6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0 廖*秋 男 M123***568 2006-11-30 南投縣信義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1 黃*庭 男 S125***236 2009-4-22 高雄市一甲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2 洪*晴 女 H226***431 2007-5-8 桃園市仁和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3 張*策 男 U122***107 2006-5-3 嘉義縣竹村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4 陳*霖 男 U122***478 2007-5-6 澎湖縣將軍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5 張*銘 男 Q124***371 2008-5-17 澎湖縣將軍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6 吳*航 男 A132***151 2008-6-6 桃園市有得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7 陳*寬 男 A132***150 2008-9-11 桃園市文欣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8 沈*吉 男 R125***148 2007-8-5 桃園市南美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79 彭*凱 男 F132***907 2008-11-14 新北市中正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0 蔡*寬 男 F132***378 2007-4-4 基隆市聖心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1 蔡*叡 男 F132***126 2008-11-15 基隆市聖心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2 鍾*寶 男 K123***186 2006-1-20 台中市潭陽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3 林*紘 男 L126***313 2008-7-18 台中市頭家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4 高*琳 女 L226***870 2008-2-11 台中市文心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5 蔡*翔 男 L126***805 2007-2-4 台中市僑忠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6 黃*佳 女 L225***048 2005-12-18 台中市潭陽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7 黃*鑫 男 L126***000 2007-5-29 台中市潭陽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LionB188 陳*昕 男 E126***548 2007-1-26 高雄市前峰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四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C115 莊*謙 男 C121***357 2009-6-2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16 陳*辰 女 C221***521 2008-9-2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17 李*瑀 女 C221***701 2009-4-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18 張*甫 男 A132***786 2008-11-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19 高*婷 女 C221***172 2008-9-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0 李*安 女 F232***093 2009-4-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1 林*軒 女 A231***337 2009-8-2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2 林*家 女 A231***355 2009-8-2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3 宋*宬 男 A132***623 2008-11-1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4 高*涵 女 C221***973 2009-2-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5 劉*函 女 C221***413 2009-6-2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6 吳*璇 女 C221***187 2008-12-2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7 郭*齊 男 C121***681 2008-10-1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8 陳*妤 女 C221***655 2009-7-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29 許*馨 女 F231***601 2008-9-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0 林*恩 女 F232***692 2010-3-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1 吳*瑈 女 C221***371 2010-6-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2 陳*恩 男 C121***471 2010-5-2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3 李*睿 男 C121***129 2010-3-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4 蔡*嬣 女 A231***500 2009-12-2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5 許*馨 女 F232***638 2010-3-2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6 賴*恩 女 A231***717 2010-4-2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7 賀*鈺 男 F132***110 2009-9-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8 呂*呈 男 A131***338 2009-12-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39 楊*萓 女 C221***336 2009-12-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0 江*昕 男 F132***288 2008-10-8 新北市碧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1 郭*妮 女 F270***663 2010-1-25 新北市榮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2 顏*湘 女 F232***682 2009-5-30 新北市豐年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3 范*琦 女 F231***466 2008-12-16 新北市竹圍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4 蘇*誼 女 A230***173 2008-9-9 台北市東門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5 黃*涵 女 N226***070 2009-5-29 台北市民生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6 黃*捷 女 N226***688 2010-6-17 台北市民生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7 鄭*琇 女 A230***108 2009-5-15 台北市三興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8 林*溱 女 A231***852 2009-12-17 北市玉成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49 林*忻 女 A230***912 2010-6-12 台北市玉成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0 林*澔 男 F132***250 2009-4-1 新北市崇德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1 吳*揚 男 A131***370 2009-10-6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2 林*辰 女 A230***092 2010-6-26 再興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3 林*穎 男 F133***120 2010-4-10 新北市永福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4 徐*洋 女 A270***948 2009-6-30 新生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LionC155 劉*霆 男 L126***970 2009-4-6 台北市金華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四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B189 張*捷 女 C221***370 2006-9-3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0 黃*評 女 F230***307 2007-4-1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1 鄭*薰 女 A231***787 2006-11-1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2 李*育 男 C121***972 2006-10-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3 陳*妍 女 C270***719 2007-3-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4 何*陽 男 A132***368 2006-11-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5 莫*翔 男 F132***776 2006-7-2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6 王*勛 男 F132***216 2007-2-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7 陳* 男 C121***989 2007-8-2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8 莊*擎 男 A131***632 2006-11-1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199 沈*睿 男 F132***871 2006-10-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0 彭*承 男 C121***472 2006-10-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1 高*涓 女 C221***512 2006-10-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2 賴*菲 女 C221***049 2006-9-1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3 高*彤 女 C221***857 2005-9-1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4 雷*槿 女 C221***877 2007-3-1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5 蘇*伊 女 A230***033 2006-10-4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6 曾*耘 女 O200***280 2007-8-2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7 黃*榛 女 A231***976 2007-8-2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8 林*瑄 女 C221***093 2007-3-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09 蔡*妡 女 C221***718 2006-11-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0 趙*茜 女 C290***958 2006-9-5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1 鄭*云 女 C221***006 2007-8-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2 蔡*妤 女 F231***177 2007-8-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3 張*暟 男 F132***065 2006-12-2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4 劉*忻 男 C121***933 2006-3-12 基隆市港西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5 丁*寧 女 C221***573 2007-02-13 基隆市港西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6 劉*妤 女 C221***215 2007-04-19 基隆市港西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7 林*蓁 女 A270***418 2007-12-22 基隆市港西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8 林*皓 男 A170***008 2009-05-16 基隆市港西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19 陳*鈞 男 N170***368 2005-9-13 臺中市育仁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20 陳*廷 男 N170***377 2006-10-4 臺中市育仁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21 林*芳 女 F231***272 2008-1-13 新北市新莊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22 施O溱 女 A231***630 2007-6-7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23 賴O廷 男 A132***671 2007-4-25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LionB224 賴O丞 男 A132***385 2008-6-7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1 第五



准考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考場教室 梯次

LionC160 方*崴 女 C221***209 2011-5-2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1 王*裕 男 H126***458 2008-10-4 桃園市福祿貝爾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2 賀*恩 女 C221***238 2010-3-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3 賀*恩 男 C121***051 2010-3-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4 俞*貴 男 C121***636 2008-10-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5 楊*賢 男 C121***053 2009-11-2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6 林*翔 男 C121***719 2009-12-1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7 張*睿 男 C121***955 2009-7-18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8 劉*瑨 男 C121***580 2009-4-7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69 李*葳 女 C221***662 2008-10-1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0 張*捷 女 C221***206 2009-1-29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1 謝*穎 女 C221***876 2009-11-23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2 張*修 男 C121***202 2010-4-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3 吳*叡 男 C121***615 2009-3-2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4 簡* 女 C221***099 2008-11-30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5 蘇*惟 男 F132***436 2010-4-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6 蘇*茵 女 F231***728 2010-4-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7 廖*全 男 F132***190 2009-6-26 基隆市輔大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8 王*鈞 男 S125***009 2009-11-23 基隆聖心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79 葉*丞 男 O100***268 2009-10-4 新竹縣興隆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0 羅*睿 男 H126***983 2009-7-11 桃園市長庚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1 張*鈞 男 C121***611 2009-12-1 基隆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2 王*丞 男 O100***672 2009-8-31 台中市西區大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3 吳*浚 男 A132***390 2009-7-21 桃園市有得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4 張*晴 女 A231***485 2011-5-22 基隆市聖心小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5 李*輿 男 F132***350 2010-4-27 基隆市聖心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6 陳*睿 男 H190***671 2010-2-28 桃園市中山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7 陳*宇 男 E126***671 2010-9-20 高雄市前峰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8 林*輝 男 F132***719 2010-3-10 台北市雙園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89 謝*涔 女 H226***030 2010-4-7 台北市劍潭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0 郭*菲 女 F232***151 2010-10-12 新北市白雲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1 楊*葆 男 D123***939 2011-1-25 台北市南門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2 王*一 男 A170***832 2008-10-31 康橋國際學校小學部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3 黃*智 男 F132***027 2008-9-30 新北市莒光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4 蔡*宸 女 F232***175 2009-12-7 新北市鷺江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95 賴*宇 男 A132***787 2011-3-22 台北市蓬萊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56 賴*妤 女 A231***906 2011-3-5 新北市榮富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57 汪*彤 女 A231***832 2009-3-21 台北市文化國小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58 李*哲 男 A132***263 2009-12-29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LionC159 李*恩 男 A132***245 2009-12-29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實習大樓522 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