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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高一及專一學生普查(一般生+建教生)  

中獎名單(公告版) 

主辦單位：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活動說明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106學年度高一及專

一學生調查」抽獎活動（一般生＋建教生），已於民國106年12月29日上午10時

30分在本校教育學院呂俊毅秘書見證下，以電腦隨機亂數方式抽出中獎人員。

中獎人數統計如下： 

頭獎【3000元禮券】      1名 

貳獎【1000元禮券】      1名 

普獎【100元禮券】    1000名 

頭獎備取               10名 

貳獎備取               10名 

普獎備取               10名 

◎發放方式 

1. 中獎禮券將由各校協助通知和發放給中獎者。 

2. 頭獎與貳獎等高額禮券，將於公佈後通知受獎人學校，並請受獎人於指定

期限內簽填「黏貼憑證用紙暨領據」(即領據)，並於106年1月18日前以掛

號方式寄回本中心，逾期視同放棄。本中心待收取領據後，於三個工作天

內會立即將禮品寄至  貴校，再由學校承辦人代為轉送中獎人再寄發禮

券。 

3. 受獎人領取禮券時，務必簽收領據或於學校填寫簽收清冊，且無須繳納任

何費用！本中心不會向受獎人索取任何費用，敬請注意。 

4. 中獎名單公告如下（普獎已依學校代碼排序，候補則依遞補順序排序）： 

頭獎 超商禮券 參仟元 1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110C04  國立北門農工(進修部)  王○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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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備取 1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31B12  私立治平高中(進修部)  翁○仁 

071317  私立文興高中  陳○翰 

411401  私立華岡藝校  駱○婷 

014332  市立秀峰高中  黃○豪 

130306  國立潮州高中  李○ 

00129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林○雅 

563301  市立新興高中  劉○萱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洪○瑜 

070307  國立彰化高中  湛○任 

091316  私立揚子高中  劉○琳 

   

貳獎 超商禮券 壹仟元 1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01073  醒吾科技大學(五專部)  楊○宇 

     

貳獎備取 1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74308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陳○樺 

070415  國立北斗家商  黃○娟 

114306  市立大灣高中  劉○翰 

193407  市立臺中高工  林○凱 

074328  縣立田中高中  黃○豪 

573301  市立高雄女中  許○晴 

150C05  國立花蓮高商(進修部)  王○義 

061310  私立大明高中  徐○杉 

020409  國立頭城家商  游○羚 

523301  市立鼓山高中  卓○杰 

 

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000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五專部)  楊○渝 

000034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五專部)  邸○剛 

00003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五專部)  稅○心 

00003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五專部)  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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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000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部)  劉○廷 

0000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五專部)  洪○芸 

00022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五專部)  黃○睿 

00022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五專部)  蘇○君 

0002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五專部)  吳○平 

0002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五專部)  陳○蓉 

001030  龍華科技大學(五專部)  余○均 

001031  輔英科技大學(五專部)  陳○ 

001034  弘光科技大學(五專部)  林○穎 

00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五專部)  陳○安 

00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五專部)  尤○文 

00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五專部)  林○軒 

001064  美和科技大學(五專部)  余○潔 

00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五專部)  詹○翔 

001072  大華科技大學(五專部)  黃○杰 

001074  南榮科技大學(五專部)  蔡○宏 

001075  文藻外語大學(五專部)  李○融 

001075  文藻外語大學(五專部)  汪○臻 

001076  華夏科技大學(五專部)  羅○謙 

001077  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  俞○均 

001078  致理科技大學(五專部)  潘○鋮 

001078  致理科技大學(五專部)  鄭○妏 

001079  康寧大學(五專部)  吳○如 

001168  南亞技術學院(五專部)  陳○憲 

001179  德霖技術學院(五專部)  俞○勝 

001183  黎明技術學院(五專部)  林○郁 

001184  東方設計學院(五專部)  郭○睿 

00118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五專部)  邱○霖 

001192  臺灣觀光學院(五專部)  胡○歡 

001197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五專部)  許○瑋 

00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鄭○彤 

00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阮○媺 

00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詹○柔 

00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張○佑 

00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楊○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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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0128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盧○杏 

00128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邱○程 

00128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陳○軒 

00128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芳 

001288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林○玉 

00128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昌 

00128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林○怡 

00129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楊○瑜 

00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蔡○澐 

00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辜○妮 

00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游○淳 

00129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周○麒 

010301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蕭○夫 

010301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王○玄 

010301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謝○育 

011301  私立淡江高中  游○嶸 

011306  私立金陵女中  林○蓁 

011307  新北市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  林○鎧 

011309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黃○瑋 

011309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余○霖 

011309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黃○熏 

011310  財團法人恆毅高中  沈○彥 

011310  財團法人恆毅高中  王○茹 

011311  私立聖心女中  翁○淩 

011311  私立聖心女中  利○ 

011314  財團法人中華高中  廖○安 

011315  私立東海高中  梁○傑 

011315  私立東海高中  曾○達 

011316  私立格致高中  陳○丞 

011316  私立格致高中  黃○庭 

011317  私立醒吾高中  黃○松 

011318  私立徐匯高中  趙○樺 

011322  財團法人崇光女中  朱○彤 

011323  私立光仁高中  謝○禎 

011323  私立光仁高中  廖○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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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11324  私立竹林高中  王○頊 

011325  私立及人高中  趙○閔 

011329  財團法人辭修高中  金○宸 

011399  私立時雨高中  高○穎 

011399  私立時雨高中  楊○恩 

011405  私立樹人家商  林○宇 

011407  私立復興商工  胡○涓 

011407  私立復興商工  李○華 

011408  私立南強工商  常○畯 

011408  私立南強工商  鍾○劭 

011413  私立穀保家商  鄭○為 

011413  私立穀保家商  游○舜 

011419  私立開明工商  蕭○翰 

011419  私立開明工商  王○昌 

011419  私立開明工商  林○勳 

011420  私立智光商工  林○堯 

011421  私立清傳高商  謝○軒 

011426  私立能仁家商  盧○璿 

011427  私立豫章工商  李○賢 

011431  私立莊敬工家  林○葳 

011431  私立莊敬工家  湯○儒 

011431  私立莊敬工家  許○玲 

011432  私立中華商海  彭○輝 

011432  私立中華商海  林○杰 

013303  市立泰山高中  趙○毅 

013304  市立板橋高中  蔡○妤 

013335  市立新店高中  劉○衡 

013335  市立新店高中  巫○禕 

013336  市立中和高中  李○宸 

013336  市立中和高中  林○寬 

013336  市立中和高中  秦○峰 

013336  市立中和高中  許○儀 

013337  市立新莊高中  許○瑋 

013337  市立新莊高中  蕭○妤 

013338  市立新北高中  吳○峻 



第 6 頁/共 30頁 

 

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13338  市立新北高中  高○文 

013339  市立林口高中  羅○實 

013339  市立林口高中  黃○珊 

013402  市立瑞芳高工  蔣○ 

013402  市立瑞芳高工  陳○哲 

013430  市立三重商工  陳○芸 

013430  市立三重商工  陳○妍 

013433  市立新北高工  李○憲 

013434  市立淡水商工  葉○序 

013434  市立淡水商工  張○榮 

014302  市立海山高中  張○評 

014311  市立三重高中  黃○邦 

014311  市立三重高中  江○祐 

014315  市立永平高中  陳○艾 

014322  市立樹林高中  葛○信 

014326  市立明德高中  何○祥 

014332  市立秀峰高中  陳○翰 

014338  市立金山高中  周○寶 

014347  市立雙溪高中  江○毅 

014348  市立石碇高中  陳○綸 

014353  市立丹鳳高中  陳○安 

014356  市立清水高中  吳○萱 

014356  市立清水高中  陳○亦 

014357  市立三民高中  李○禾 

014362  市立錦和高中  毛○捷 

014362  市立錦和高中  黃○綸 

014362  市立錦和高中  林○偉 

014363  市立光復高中  廖○葦 

014364  市立竹圍高中  呂○峰 

014364  市立竹圍高中  溫○崴 

014381  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彭○欣 

014381  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曾○評 

014439  市立鶯歌工商  徐○恩 

014439  市立鶯歌工商  蔡○憲 

014468  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  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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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莊○儀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陳○慧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張○翎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許○容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簡○芳 

020301  國立蘭陽女中  林○樺 

020302  國立宜蘭高中  龍○ 

020302  國立宜蘭高中  林○仁 

020308  國立羅東高中  黃○軒 

020403  國立宜蘭高商  朱○中 

020403  國立宜蘭高商  李○婷 

020404  國立羅東高商  林○震 

020405  國立蘇澳海事  華○瑋 

020407  國立羅東高工  林○誠 

021301  私立慧燈高中  謝○憲 

021310  私立中道高中  敖○翔 

024322  縣立南澳高中  游○秉 

024322  縣立南澳高中  林○筑 

030302  國立龍潭高中  李○筵 

030304  國立桃園高中  張○蓁 

030304  國立桃園高中  田○凌 

030304  國立桃園高中  高○雅 

030305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宋○庭 

030316  國立楊梅高中  廖○翰 

030325  國立陽明高中  丁○允 

030325  國立陽明高中  蕭○堯 

030327  國立內壢高中  潘○堯 

030403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曾○澤 

030403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楊○閎 

030403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蕭○理 

030407  國立中壢高商  劉○耘 

030408  國立中壢家商  蔡○宸 

030408  國立中壢家商  歐○涵 

031301  私立漢英高中  黃○翔 

031309  私立育達高中  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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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31309  私立育達高中  邱○廷 

031309  私立育達高中  羅○郁 

031309  私立育達高中  李○霆 

031310  私立六和高中  張○寅 

031310  私立六和高中  余○茹 

031311  私立復旦高中  朱○凡 

031312  私立治平高中  林○筠 

031312  私立治平高中  黃○慈 

031313  私立振聲高中  陳○升 

031317  私立光啟高中  游○鈞 

031318  私立啟英高中  梁○文 

031318  私立啟英高中  徐○恩 

031318  私立啟英高中  陳○愷 

031318  私立啟英高中  謝○臻 

031319  私立清華高中  楊○傑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黃○蘋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蔡○哲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楊○柔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劉○玟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吳○洋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李○翰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張○詠 

031320  私立新興高中  張○ 

031323  私立至善高中  林○潼 

031324  私立大興高中  王○萍 

031324  私立大興高中  江○ 

031326  私立大華高中  林○容 

031414  私立成功工商  邱○東 

031414  私立成功工商  郭○傑 

031421  私立永平工商  王○鈞 

031421  私立永平工商  黃○和 

034306  市立南崁高中  張○瑄 

034306  市立南崁高中  林○德 

034312  市立大溪高中  盧○芳 

034314  市立壽山高中  曾○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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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獎 超商禮券 壹佰元 100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34319  市立平鎮高中  葉○誠 

034332  市立觀音高中  許○銘 

034335  市立新屋高中  呂○豪 

034347  市立永豐高中  李○勝 

034347  市立永豐高中  陳○棋 

034399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黃○筑 

034399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廖○翔 

040302  國立竹東高中  曾○叡 

040304  國立關西高中  姚○村 

040308  國立竹北高中  王○誠 

040308  國立竹北高中  范○晶 

041303  私立義民高中  徐○霖 

041303  私立義民高中  陳○妘 

041303  私立義民高中  鄭○益 

041305  私立忠信高中  陳○妤 

041306  私立東泰高中  朱○寶 

041307  私立仰德高中  張○瑋 

041307  私立仰德高中  徐○政 

041401  私立內思高工  黃○羚 

041401  私立內思高工  黃○升 

044311  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江○玲 

044320  縣立湖口高中  姚○樹 

044320  縣立湖口高中  翁○杉 

044320  縣立湖口高中  張○絨 

050303  國立苗栗高中  徐○菖 

050310  國立竹南高中  黃○傑 

050314  國立卓蘭實驗高中  林○君 

050314  國立卓蘭實驗高中  余○姍 

050315  國立苑裡高中  吳○佐 

050315  國立苑裡高中  郭○佐 

050401  國立大湖農工  江○暄 

050401  國立大湖農工  彭○閔 

050404  國立苗栗農工  賴○晟 

050404  國立苗栗農工  戴○玟 

050407  國立苗栗高商  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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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07  國立苗栗高商  徐○霙 

051302  私立君毅高中  王○元 

051305  私立大成高中  王○葦 

051306  私立建臺高中  李○ 

051408  私立中興商工  陳○凱 

051411  私立育民工家  廖○佑 

054308  縣立三義高中  黃○維 

054309  縣立苑裡高中  林○雯 

054309  縣立苑裡高中  易○萱 

054317  縣立興華高中  徐○明 

054333  縣立大同高中  林○穎 

060322  國立興大附中  吳○恩 

060322  國立興大附中  王○行 

060322  國立興大附中  陳○鋐 

061301  財團法人常春藤高中  鍾○翰 

061301  財團法人常春藤高中  陳○筠 

061306  私立明台高中  林○蓉 

061306  私立明台高中  張○杰 

061306  私立明台高中  林○蓉 

061309  私立致用高中  陳○瑾 

061310  私立大明高中  張○溦 

061310  私立大明高中  何○祐 

061311  私立嘉陽高中  王○樺 

061314  私立僑泰高中  徐○鈞 

061314  私立僑泰高中  林○如 

061314  私立僑泰高中  黃○楨 

061314  私立僑泰高中  陳○軒 

061314  私立僑泰高中  賴○慶 

061315  私立華盛頓高中  蔡○宇 

061316  私立青年高中  吳○霖 

061317  私立弘文高中  劉○恩 

061318  私立立人高中  沈○諭 

061318  私立立人高中  邱○慈 

061318  私立立人高中  謝○璇 

061319  私立玉山高中  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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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321  私立慈明高中  許○豪 

063303  市立大甲高中  葉○陽 

063303  市立大甲高中  莊○翔 

063305  市立清水高中  陳○臻 

063312  市立豐原高中  林○柔 

063312  市立豐原高中  林○茵 

063401  市立豐原高商  游○詮 

063401  市立豐原高商  紀○騰 

063402  市立大甲高工  張○威 

063404  市立東勢高工  林○宏 

063404  市立東勢高工  劉○君 

063407  市立沙鹿高工  栗○博 

063408  市立霧峰農工  莊○鈞 

063408  市立霧峰農工  紀○睿 

063408  市立霧峰農工  陳○宇 

064308  市立后綜高中  林○煒 

064308  市立后綜高中  魏○晨 

064324  市立大里高中  王○瑋 

064328  市立新社高中  陳○妮 

064336  市立長億高中  簡○穎 

064342  市立中港高中  洪○茵 

064342  市立中港高中  陳○榆 

064342  市立中港高中  吳○芸 

064350  市立沙鹿高工(進修部)  黃○靜 

070301  國立彰化女中  王○汝 

070301  國立彰化女中  黃○蓁 

070301  國立彰化女中  黃○鈺 

070301  國立彰化女中  劉○宇 

070304  國立員林高中  許○蔚 

070307  國立彰化高中  楊○憲 

070316  國立鹿港高中  王○裕 

070316  國立鹿港高中  洪○絜 

070316  國立鹿港高中  王○馨 

070319  國立溪湖高中  陳○慈 

070319  國立溪湖高中  許○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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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01  國立彰師附工  蔡○漢 

070401  國立彰師附工  張○唯 

070402  國立永靖高工  吳○皓 

070403  國立二林工商  林○璁 

070405  國立秀水高工  施○凡 

070406  國立彰化高商  陳○宇 

070406  國立彰化高商  王○棠 

070406  國立彰化高商  黃○勛 

070406  國立彰化高商  黃○珊 

070408  國立員林農工  黃○閔 

070408  國立員林農工  張○炘 

070408  國立員林農工  許○榤 

070409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徐○昆 

070410  國立員林家商  張○綺 

070415  國立北斗家商  李○紜 

070415  國立北斗家商  朱○瑛 

070415  國立北斗家商  曾○祥 

071311  私立精誠高中  呂○靜 

071317  私立文興高中  盧○羭 

071318  財團法人正德高中  王○宏 

071413  私立大慶商工  潘○玲 

071414  私立達德商工  江○萱 

071414  私立達德商工  巫○榮 

074308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邱○磬 

074308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李○儀 

074313  縣立二林高中  林○靜 

074323  縣立和美高中  楊○霖 

074328  縣立田中高中  楊○誠 

074339  縣立成功高中  張○傑 

080302  國立南投高中  謝○麗 

080302  國立南投高中  許○仁 

080305  國立中興高中  陳○群 

080305  國立中興高中  陳○瑄 

080307  國立竹山高中  奉○旭 

080308  國立暨大附中  張○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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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08  國立暨大附中  蔡○修 

080401  國立仁愛高農  孫○崎 

080403  國立埔里高工  林○廷 

080403  國立埔里高工  李○名 

080404  國立南投高商  曾○柔 

080410  國立水里商工  王○宇 

081311  私立五育高中  陳○飛 

081312  私立三育高中  顏○琛 

081313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  梁○心 

081314  私立普台高中  簡○田 

081409  私立同德家商  林○姿 

084309  縣立旭光高中  李○育 

090305  國立斗六高中  劉○萱 

090305  國立斗六高中  林○菱 

090305  國立斗六高中  徐○琳 

090306  國立北港高中  陳○玹 

090315  國立虎尾高中  蔡○東 

090315  國立虎尾高中  鞠○蓁 

090315  國立虎尾高中  蘇○鈺 

090401  國立虎尾農工  陳○茗 

090402  國立西螺農工  王○○真 

090402  國立西螺農工  張○揚 

090402  國立西螺農工  林○均 

090403  國立斗六家商  王○宏 

090404  國立北港農工  林○璋 

090404  國立北港農工  許○琪 

090413  國立土庫商工  吳○靜 

091307  私立永年高中  陳○仁 

091308  私立正心高中  李○齊 

091308  私立正心高中  吳○綺 

091311  私立文生高中  吳○樺 

091312  私立巨人高中  周○丞 

091316  私立揚子高中  張○浩 

091318  財團法人義峰高中  廖○偉 

091319  私立福智高中  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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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320  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中  李○心 

091410  私立大成商工  賴○心 

091410  私立大成商工  鍾○郡 

091410  私立大成商工  楊○哲 

091414  私立大德工商  林○伯 

094301  縣立斗南高中  黃○真 

094307  縣立麥寮高中  陳○燈 

100301  國立東石高中  侯○瀚 

100302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許○恩 

100402  國立民雄農工  羅○丞 

100402  國立民雄農工  劉○ 

101303  私立同濟高中  黃○蕙 

101304  私立協同高中  陳○辰 

101405  私立協志工商  沈○九 

101405  私立協志工商  簡○翰 

101406  私立萬能工商  吳○蘋 

104319  縣立竹崎高中  林○郡 

104326  縣立永慶高中  簡○民 

110302  國立新豐高中  楊○泳 

110308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羅○誠 

110311  國立北門高中  邱○莉 

110312  國立新營高中  陳○澤 

110312  國立新營高中  林○慶 

110314  國立後壁高中  沈○廷 

110314  國立後壁高中  羅○聰 

110315  國立善化高中  王○璉 

110315  國立善化高中  黃○榮 

110317  國立新化高中  廖○安 

110317  國立新化高中  鄭○珊 

110328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賴○為 

110401  國立新化高工  葉○緯 

110403  國立白河商工  賴○樺 

110403  國立白河商工  辛○男 

110404  國立北門農工  牟○葳 

110404  國立北門農工  黃○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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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4  國立北門農工  蔡○霖 

110405  國立曾文家商  余○綺 

110405  國立曾文家商  陳○彤 

110406  國立新營高工  杜○俊 

110407  國立玉井工商  王○霖 

110407  國立玉井工商  黃○碩 

110407  國立玉井工商  王○妤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杜○聖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張○承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李○吉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王○志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鄭○峰 

110409  國立臺南高工  楊○盛 

110410  國立曾文農工  姜○皓 

111313  私立南光高中  郭○騫 

111313  私立南光高中  陳○綸 

111318  私立鳳和高中  郭○傑 

111320  私立港明高中  許○綾 

111321  臺南市興國高中  詹○丞 

111322  私立明達高中  林○慧 

111323  私立黎明高中  洪○利 

111323  私立黎明高中  蕭○圍 

111323  私立黎明高中  曾○涵 

111326  私立新榮高中  何○翰 

111419  私立陽明工商  邱○竣 

111427  私立育德工家  陳○宏 

114306  市立大灣高中  黃○瑜 

114307  市立永仁高中  余○蓁 

120303  國立鳳山高中  何○鴻 

120303  國立鳳山高中  程○瑄 

120304  國立岡山高中  謝○羽 

120304  國立岡山高中  陳○霖 

120304  國立岡山高中  游○成 

120311  國立旗美高中  王○嘉 

120319  國立鳳新高中  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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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1  國立旗山農工  陳○頎 

120401  國立旗山農工  藍○凱 

120402  國立岡山農工  李○喜 

120409  國立鳳山商工  趙○瑢 

120409  國立鳳山商工  魏○礽 

121306  財團法人新光高中  王○凱 

121307  財團法人普門中學  王○詠 

121318  私立正義高中  李○慈 

121320  私立義大國際高中  黃○蓉 

121320  私立義大國際高中  曹○心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翁○軒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林○祥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莊○祥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陳○棟 

121405  私立中山工商  吳○怡 

121410  私立旗美商工  蔡○聰 

121413  私立高英工商  周○韋 

121413  私立高英工商  李○偉 

121413  私立高英工商  李○瑋 

121413  私立高英工商  蔡○成 

121417  私立高苑工商  呂○臻 

121417  私立高苑工商  潘○銘 

124302  市立文山高中  林○萱 

124311  市立林園高中  陳○暐 

124313  市立仁武高中  張○凱 

124333  市立六龜高中  劉○全 

124340  市立福誠高中  林○晴 

124340  市立福誠高中  張○凱 

130302  國立屏東女中  龔○詩 

130302  國立屏東女中  鍾○蓁 

130305  國立屏東高中  李○ 

130305  國立屏東高中  李○余 

130305  國立屏東高中  康○瀚 

130305  國立屏東高中  陳○霖 

130306  國立潮州高中  余○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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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06  國立潮州高中  高○ 

130306  國立潮州高中  王○聲 

130322  國立屏北高中  裴○晶 

130401  國立內埔農工  柳○萱 

130403  國立屏東高工  莊○甯 

130404  國立佳冬高農  吳○萱 

130410  國立東港海事  方○中 

130417  國立恆春工商  黃○志 

131307  財團法人屏榮高中  黃○鋐 

131311  私立美和高中  邱○? 

131311  私立美和高中  楊○恩 

131409  私立民生家商  邱○婷 

131416  私立華洲工家  宋○哲 

131418  私立日新工商  黃○瑍 

134304  縣立大同高中  林○緯 

134304  縣立大同高中  魯○宇 

134304  縣立大同高中  薛○嶸 

134321  縣立枋寮高中  陳○義 

134324  縣立東港高中  蔡○蓁 

134334  縣立來義高中  傅○彤 

140222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古○祐 

14030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中  郭○伶 

140302  國立臺東女中  吳○儀 

140303  國立臺東高中  吳○妃 

140303  國立臺東高中  蔡○成 

140405  國立臺東高商  許○盛 

140405  國立臺東高商  林○汶 

140408  國立成功商水  陳○明 

141307  私立育仁高中  初○翊 

141406  私立公東高工  麥○克 

141406  私立公東高工  陳○妤 

144322  縣立蘭嶼高中  鄭○修 

150302  國立花蓮女中  李○珈 

150302  國立花蓮女中  吳○玲 

150303  國立花蓮高中  蔡○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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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9  國立玉里高中  吳○睿 

150401  國立花蓮高農  向○宗 

150404  國立花蓮高工  李○安 

150404  國立花蓮高工  邱○祥 

150405  國立花蓮高商  陳○豪 

150411  國立光復商工  胡○駿 

150411  國立光復商工  李○蓉 

151306  私立海星高中  林○ 

151306  私立海星高中  張○瑄 

151307  私立四維高中  邱○綱 

151312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徐○鳴 

151410  花蓮縣上騰工商  胡○勤 

154301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中  王○翰 

160302  國立馬公高中  王○文 

160302  國立馬公高中  許○瑄 

160401  國立澎湖海事水產  徐○虹 

170301  國立基隆女中  鄭○絜 

170403  國立基隆海事  吳○軒 

170403  國立基隆海事  陳○誠 

170403  國立基隆海事  高○淇 

170404  國立基隆商工  袁○ 

170404  國立基隆商工  陳○芳 

171306  私立二信高中  何○廷 

171306  私立二信高中  周○潔 

171308  輔大聖心高中  黃○婷 

171405  私立光隆家商  陳○強 

171407  私立培德工家  蘇○丞 

173304  市立中山高中  李○霖 

173306  市立安樂高中  謝○宇 

173307  市立暖暖高中  何○燁 

173314  市立八斗高中  呂○逸 

18030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劉○豪 

18030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韓○蓉 

18030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奚○翔 

180302  國立新竹女中  王○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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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09  國立新竹高中  陳○健 

180403  國立新竹高商  邱○瑋 

180403  國立新竹高商  古○玄 

180404  國立新竹高工  王○翔 

180404  國立新竹高工  許○綺 

181305  私立光復高中  吳○靜 

181305  私立光復高中  陳○安 

181305  私立光復高中  劉○萱 

181306  私立曙光女中  翁○茵 

181306  私立曙光女中  邱○綺 

181306  私立曙光女中  蔡○婕 

181307  私立磐石高中  蔡○宇 

181308  私立世界高中  林○夆 

181308  私立世界高中  萬○棠 

183306  市立成德高中  劉○亨 

183307  市立香山高中  麥○馨 

183313  市立建功高中  陳○賢 

190406  國立興大附農  廖○琳 

191301  私立東大附中  周○平 

191301  私立東大附中  吳○ 

191302  私立葳格高中  黃○維 

191302  私立葳格高中  李○萱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楊○勛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李○鄀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張○誠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陳○翔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江○萱 

191305  私立新民高中  王○俞 

191308  私立宜寧高中  李○賢 

191309  私立明德高中  游○櫻 

191309  私立明德高中  賴○新 

191309  私立明德高中  劉○良 

191309  私立明德高中  吳○如 

191311  私立衛道高中  徐○誼 

191311  私立衛道高中  張○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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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3  私立曉明女中  黃○慈 

191313  私立曉明女中  林○軒 

191313  私立曉明女中  林○欣 

191314  私立嶺東高中  陳○妙 

191314  私立嶺東高中  張○雯 

191314  私立嶺東高中  黃○軒 

191412  財團法人光華高工  劉○廷 

193301  市立臺中女中  李○霙 

193301  市立臺中女中  魏○咨 

193301  市立臺中女中  李○慧 

193301  市立臺中女中  吳○瑜 

193303  市立忠明高中  張○維 

193313  市立西苑高中  林○妤 

193315  市立東山高中  吳○融 

193315  市立東山高中  陳○妤 

193315  市立東山高中  林○榆 

193404  市立臺中家商  顏○旭 

193407  市立臺中高工  張○翔 

193407  市立臺中高工  王○翔 

194303  國立臺中二中  楊○智 

194303  國立臺中二中  李○蓁 

194315  市立文華高中  李○霆 

200302  國立嘉義女中  許○云 

200302  國立嘉義女中  賴○如 

200302  國立嘉義女中  王○諠 

200302  國立嘉義女中  羅○蓁 

200302  國立嘉義女中  林○涵 

200303  國立嘉義高中  陳○曆 

200303  國立嘉義高中  朱○恩 

200303  國立嘉義高中  李○霖 

200401  國立華南高商  黃○數 

200405  國立嘉義高工  洪○澤 

200405  國立嘉義高工  吳○豪 

200405  國立嘉義高工  戴○緯 

200406  國立嘉義高商  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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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  國立嘉義高商  廖○炫 

200407  國立嘉義家職  侯○穎 

201304  私立興華高中  黃○毅 

201304  私立興華高中  王○憲 

201304  私立興華高中  林○如 

201310  私立嘉華高中  陳○琁 

201312  私立輔仁高中  駱○丞 

201313  私立宏仁女中  楊○嘉 

201313  私立宏仁女中  葉○怡 

201314  私立立仁高中  邵○行 

201408  私立東吳工家  朱○駿 

201408  私立東吳工家  王○芠 

210303  國立臺南二中  周○祥 

210303  國立臺南二中  陳○妤 

210305  國立臺南一中  王○荃 

210305  國立臺南一中  葉○昇 

210305  國立臺南一中  蔣○新 

210306  國立臺南女中  張○瑜 

210309  國立家齊女中  陳○○均 

210408  國立臺南高商  黃○杰 

210408  國立臺南高商  鄭○樺 

210408  國立臺南高商  呂○芳 

210416  國立臺南海事  李○祐 

211301  私立長榮高中  施○謙 

211301  私立長榮高中  陳○妤 

211302  私立長榮女中  吳○草 

211304  財團法人聖功女中  賴○君 

211310  臺南市光華高中  劉○鈺 

211310  臺南市光華高中  蕭○柔 

211315  私立瀛海高中  林○睿 

211315  私立瀛海高中  徐○忻 

211317  私立崑山高中  邢○玟 

211318  私立德光高中  謝○凡 

211320  財團法人慈濟高中  徐○祐 

211320  財團法人慈濟高中  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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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07  私立南英商工  簡○寬 

211412  私立亞洲餐旅  盧○茵 

211419  私立慈幼工商  何○蕙 

211419  私立慈幼工商  廖○瑜 

213303  市立南寧高中  周○君 

213316  市立土城高中  黃○瑋 

311401  私立育達家商  黃○勝 

311401  私立育達家商  陳○涵 

311401  私立育達家商  張○哲 

313301  市立西松高中  李○霖 

313302  市立中崙高中  楊○鈞 

321399  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  魏○廷 

321399  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  林○堅 

323301  市立松山高中  蘇○恩 

323302  市立永春高中  李○綺 

323401  市立松山家商  陳○均 

323402  市立松山工農  王○華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  彭○忻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  彭○瑄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  呂○寰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  鄧○馨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  王○慶 

331301  私立延平中學  張○祺 

331302  私立金甌女中  杜○穎 

331304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林○辰 

331304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曾○璇 

331402  私立東方工商  邱○洋 

331402  私立東方工商  賀○軒 

331403  私立喬治工商  江○育 

333401  市立大安高工  徐○緯 

333401  市立大安高工  林○慶 

341302  私立大同高中  樊○哲 

341402  私立稻江護家  彭○慈 

343302  市立大同高中  鄭○璇 

343303  市立大直高中  阮○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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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03  市立大直高中  呂○軒 

351301  私立強恕中學  陳○謙 

351402  私立開南商工  賴○辰 

351402  私立開南商工  王○弘 

353301  市立建國中學  許○融 

353302  市立成功中學  莫○旭 

353302  市立成功中學  陳○霖 

353302  市立成功中學  鄭○之 

353303  市立北一女中  陳○蓉 

353303  市立北一女中  楊○雯 

353303  市立北一女中  王○臻 

353303  市立北一女中  戴○庭 

361301  私立靜修女中  黃○婕 

361401  私立稻江高商  王○旻 

361401  私立稻江高商  廖○安 

363301  市立明倫高中  顏○毅 

363301  市立明倫高中  陳○宏 

363302  市立成淵高中  葉○毅 

371301  私立立人高中  張○鈞 

373301  市立華江高中  蘇○洛 

380301  國立政大附中  陳○琳 

381301  私立東山高中  吳○謙 

381302  私立滬江高中  ?○華 

381303  私立大誠高中  王○延 

381304  私立再興中學  沈○聿 

383301  市立景美女中  王○勻 

383301  市立景美女中  洪○涵 

383302  市立萬芳高中  李○翰 

383302  市立萬芳高中  林○珩 

393401  市立南港高工  林○豪 

393401  市立南港高工  詹○翔 

393401  市立南港高工  林○辰 

393401  市立南港高工  陳○融 

40014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  毛○年 

401301  私立文德女中  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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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302  私立方濟中學  孫○軒 

403301  市立內湖高中  高○ 

403301  市立內湖高中  劉○瑜 

403303  市立南湖高中  林○華 

403303  市立南湖高中  陳○綸 

403401  市立內湖高工  蔣○寰 

411301  私立泰北高中  洪○庭 

411303  私立華興中學  范○恩 

413302  市立百齡高中  羅○嘉 

413401  市立士林高商  張○榕 

413401  市立士林高商  林○安 

421302  私立十信高中  黃○嘉 

421404  私立惇敘工商  廖○賢 

423301  市立復興高中  劉○宏 

423301  市立復興高中  陳○ 

423302  市立中正高中  姜○均 

423302  市立中正高中  林○穎 

423302  市立中正高中  李○錡 

423302  市立中正高中  李○箴 

423302  市立中正高中  蔡○宇 

521301  私立明誠高中  吳○翔 

521303  私立大榮高中  許○碩 

521303  私立大榮高中  胡○瑋 

521401  私立中華藝校  蕭○恩 

521401  私立中華藝校  邱○俞 

523301  市立鼓山高中  賈○綸 

533301  市立左營高中  金○勳 

533301  市立左營高中  周○姈 

533301  市立左營高中  方○穗 

533301  市立左營高中  陳○禹 

533401  市立海青工商  張○凱 

533402  市立三民家商  陳○娜 

533402  市立三民家商  鄭○譽 

540301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  王○琁 

543301  市立中山高中  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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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301  市立中山高中  黃○真 

543302  市立楠梓高中  陳○瑄 

551301  私立立志高中  方○瑄 

551301  私立立志高中  陳○宜 

551301  私立立志高中  古○晨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沈○鋐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蔡○伶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黃○淳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陳○妤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林○君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吳○芳 

551402  私立樹德家商  楊○閔 

553301  市立高雄中學  石○立 

553301  市立高雄中學  龔○陽 

553301  市立高雄中學  戴○評 

553302  市立三民高中  吳○叡 

553302  市立三民高中  陳○昕 

553401  市立高雄高工  林○昱 

553401  市立高雄高工  林○恩 

553401  市立高雄高工  許○瑋 

553401  市立高雄高工  莊○恩 

553401  市立高雄高工  張○謙 

563301  市立新興高中  余○維 

563401  市立高雄高商  吳○緯 

563401  市立高雄高商  賴○文 

573301  市立高雄女中  王○婷 

573301  市立高雄女中  蔡○庭 

580301  國立高師大附中  林○寬 

581301  私立復華高中  梁○予 

581302  天主教道明中學  黃○瑜 

581302  天主教道明中學  林○耀 

581401  私立國際商工  余○亨 

581402  私立三信家商  童○晴 

583301  市立中正高中  姚○佑 

593301  市立前鎮高中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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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301  市立前鎮高中  周○廷 

593301  市立前鎮高中  楊○萱 

593301  市立前鎮高中  郭○芸 

593301  市立前鎮高中  張○婕 

593302  市立瑞祥高中  林○杰 

593302  市立瑞祥高中  葉○佑 

593401  市立中正高工  ?○群 

610405  國立高餐大附屬餐旅中學  潘○璇 

613301  市立小港高中  邵○榤 

710301  國立金門高中  楊○翔 

710401  國立金門農工  洪○雲 

720301  國立馬祖高中  劉○斌 

720301  國立馬祖高中  陳○ 

011C05  私立樹人家商(進修部)  張○貴 

011C05  私立樹人家商(進修部)  李○衡 

011C07  私立復興商工(進修部)  許○勝 

011C08  私立南強工商(進修部)  林○慶 

011C19  私立開明工商(進修部)  許○鈞 

011C20  私立智光商工(進修部)  王○智 

011C26  私立能仁家商(進修部)  郭○煜 

011C27  私立豫章工商(進修部)  鍾○良 

011C31  私立莊敬工家(進修部)  于○勳 

011C71  私立光華高商進修學校  曾○瑋 

013B03  市立泰山高中(進修部)  黃○浩 

013B03  市立泰山高中(進修部)  張○瑞 

013C02  市立瑞芳高工(進修部)  蕭○中 

013C30  市立三重商工(進修部)  曾○淯 

013C33  市立新北高工(進修部)  黃○瑋 

013C33  市立新北高工(進修部)  楊○超 

013C34  市立淡水商工(進修部)  蔡○福 

013C34  市立淡水商工(進修部)  賴○杰 

014B02  市立海山高中(進修部)  張○燕 

014B11  市立三重高中(進修部)  吳○楨 

014B15  市立永平高中(進修部)  黃○男 

014B22  市立樹林高中(進修部)  陳○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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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B32  市立秀峰高中(進修部)  闕○庭 

014B53  市立丹鳳高中(進修部)  黃○霖 

014B57  市立三民高中(進修部)  翁○贊 

014C39  市立鶯歌工商(進修部)  蔡○琳 

020C03  國立宜蘭高商(進修部)  蔡○倫 

020C04  國立羅東高商(進修部)  楊○豪 

020C04  國立羅東高商(進修部)  羅○凱 

020C05  國立蘇澳海事(進修部)  黃○諺 

020C07  國立羅東高工(進修部)  陳○豪 

020C09  國立頭城家商(進修部)  吳○融 

030B02  國立龍潭高中(進修部)  劉○廷 

030C03  國立桃園農工(進修部)  黃○傑 

030C07  國立中壢高商(進修部)  陳○婷 

030C08  國立中壢家商(進修部)  邱○芹 

031B09  私立育達高中(進修部)  黃○洋 

031B09  私立育達高中(進修部)  陳○閔 

031B12  私立治平高中(進修部)  張○翔 

031B12  私立治平高中(進修部)  洪○羚 

031B13  私立振聲高中(進修部)  黃○ 

031B17  私立光啟高中(進修部)  林○明 

031B18  私立啟英高中(進修部)  賴○碩 

031B19  私立清華高中(進修部)  黃○傑 

031B20  私立新興高中(進修部)  熊○嘉 

031B24  私立大興高中(進修部)  蔡○霖 

031B24  私立大興高中(進修部)  邱○程 

031C14  私立成功工商(進修部)  呂○諭 

031C21  私立永平工商(進修部)  謝○翔 

040B02  國立竹東高中(進修部)  陳○芯 

041B03  私立義民高中(進修部)  簡○宇 

041B03  私立義民高中(進修部)  林○謙 

041B06  私立東泰高中(進修部)  黃○琦 

041B07  私立仰德高中(進修部)  李○博 

041C01  私立內思高工(進修部)  萬○國 

050B14  國立卓蘭實驗高中(進修部)  吳○隆 

050C07  國立苗栗高商(進修部)  張○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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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B02  私立君毅高中(進修部)  黃○捷 

051B05  私立大成高中(進修部)  張○婷 

051C08  私立中興商工(進修部)  林○君 

051C11  私立育民工家(進修部)  黃○慶 

061B06  私立明台高中(進修部)  柯○凱 

061B09  私立致用高中(進修部)  黃○? 

061B11  私立嘉陽高中(進修部)  洪○霞 

061B14  私立僑泰高中(進修部)  瞿○豐 

061B16  私立青年高中(進修部)  陳○宇 

061B19  私立玉山高中(進修部)  王○紘 

061B21  私立慈明高中(進修部)  朱○新 

063C01  市立豐原高商(進修部)  李○陽 

063C04  市立大甲高工(進修部)  林○弘 

063C04  市立大甲高工(進修部)  林○賢 

063C07  市立東勢高工(進修部)  曾○強 

070B16  國立鹿港高中(進修部)  王○權 

070C01  國立彰師附工(進修部)  陳○琦 

070C02  國立永靖高工(進修部)  董○超 

070C03  國立二林工商(進修部)  謝○元 

070C05  國立秀水高工(進修部)  施○銘 

070C06  國立彰化高商(進修部)  曾○溏 

070C08  國立員林農工(進修部)  詹○明 

070C09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進修部)  陳○安 

070C10  國立員林家商(進修部)  陳○萍 

070C10  國立員林家商(進修部)  黃○錡 

070C15  國立北斗家商(進修部)  汪○薉 

070F01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鍾○人 

071C13  私立大慶商工(進修部)  楊○新 

074B23  市立霧峰農工(進修部)  陳○杉 

080B05  國立中興高中(進修部)  廖○宏 

080B07  國立竹山高中(進修部)  史○傑 

080B08  國立暨大附中(進修部)  溫○緯 

080B08  國立暨大附中(進修部)  邱○豪 

080C04  國立南投高商(進修部)  徐○ 

080C06  國立草屯商工(進修部)  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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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C10  國立水里商工(進修部)  王○程 

090C02  國立西螺農工(進修部)  張○堡 

090C03  國立斗六家商(進修部)  黃○萱 

091C10  私立大成商工(進修部)  李○芸 

091C14  私立大德工商(進修部)  曾○錡 

100B01  國立東石高中(進修部)  吳○諺 

101C05  私立協志工商(進修部)  耿○綾 

101C07  私立弘德工商(進修部)  黃○閔 

110B02  國立新豐高中(進修部)  廖○勝 

110B08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進修部)  阮○森 

110C01  國立新化高工(進修部)  蘇○蓁 

110C06  國立新營高工(進修部)  張○雯 

110C09  國立臺南高工(進修部)  吳○華 

111B26  私立新榮高中(進修部)  顏○玄 

111C19  私立陽明工商(進修部)  黃○翔 

111C27  私立育德工家(進修部)  林○玫 

111C27  私立育德工家(進修部)  蔡○翰 

120C02  國立岡山農工(進修部)  程○宥 

120C09  國立鳳山商工(進修部)  蘇○萱 

120C09  國立鳳山商工(進修部)  陳○汝 

121C10  私立旗美商工(進修部)  朱○甄 

121C13  私立高英工商(進修部)  劉○碩 

121C17  私立高苑工商(進修部)  鄭○緯 

130C03  國立屏東高工(進修部)  蕭○蓁 

130C04  國立佳冬高農(進修部)  余○祥 

130C17  國立恆春工商(進修部)  陳○文 

130C17  國立恆春工商(進修部)  黃○萱 

131B07  財團法人屏榮高中(進修部)  陳○強 

131C09  私立民生家商(進修部)  陳○良 

131C09  私立民生家商(進修部)  李○貴 

131C18  私立日新工商(進修部)  賴○丞 

140C0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進修部)  陳○穎 

140C05  國立臺東高商(進修部)  黃○茹 

150B09  國立玉里高中(進修部)  陳○華 

150C04  國立花蓮高工(進修部)  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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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C05  國立花蓮高商(進修部)  董○君 

151C10  花蓮縣上騰工商(進修部)  謝○志 

170C03  國立基隆海事(進修部)  單○強 

170C04  國立基隆商工(進修部)  絲○翔 

171C05  私立光隆家商(進修部)  趙○涵 

180C03  國立新竹高商(進修部)  鄧○? 

180C04  國立新竹高工(進修部)  溫○鈞 

181B05  私立光復高中(進修部)  邱○蓉 

181B07  私立磐石高中(進修部)  呂○誌 

181B08  私立世界高中(進修部)  劉○江 

183B07  市立香山高中(進修部)  蔡○恩 

190C06  國立興大附農(進修部)  賴○婷 

191B05  私立新民高中(進修部)  陳○彰 

191B09  私立明德高中(進修部)  哈○佑 

191B09  私立明德高中(進修部)  廖○怡 

191B14  私立嶺東高中(進修部)  黃○雄 

193C04  市立臺中家商(進修部)  唐○憲 

193C07  市立臺中高工(進修部)  陳○達 

200B03  國立嘉義高中(進修部)  康○祥 

200C05  國立嘉義高工(進修部)  范○瑋 

200C07  國立嘉義家職(進修部)  蕭○玲 

201C08  私立東吳工家(進修部)  林○惠 

210B05  國立臺南一中(進修部)  廖○穎 

210C01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工進修學校  陳○錕 

210C08  國立臺南高商(進修部)  陳○瑜 

211C07  私立南英商工(進修部)  李○昌 

211C12  私立亞洲餐旅(進修部)  鄭○毅 

211C19  私立慈幼工商(進修部)  廖○賢 

331C02  私立東方工商(進修部)  程○宏 

331C03  私立喬治工商(進修部)  許○虹 

331C04  私立開平餐飲(進修部)  詹○鈞 

351B01  私立強恕中學(進修部)  黃○崇 

351B09  私立南華高中進修學校  泰○宏 

351B09  私立南華高中進修學校  關○威 

361B09  私立志仁中學進修學校  鍾○軒 

361C01  私立稻江高商(進修部)  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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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C01  私立稻江高商(進修部)  陳○軒 

411B01  私立泰北高中(進修部)  張○偉 

413C01  市立士林高商(進修部)  唐○凡 

533B01  市立左營高中(進修部)  林○瓏 

533C01  市立海青工商(進修部)  王○雯 

551B01  私立立志高中(進修部)  李○勛 

551B01  私立立志高中(進修部)  陳○ 

551C02  私立樹德家商(進修部)  徐○子 

553C01  市立高雄高工(進修部)  林○濰 

563C01  市立高雄高商(進修部)  舒○亞 

581B01  私立復華高中(進修部)  陳○勳 

581C01  私立國際商工進修部  林○宏 

581C02  私立三信家商(進修部)  劉○妮 

593C01  市立中正高工(進修部)  林○弘 

710C01  國立金門農工(進修部)  黃○絜 

 

參獎備取 10 名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050310  國立竹南高中  連○璿 

091410  私立大成商工  陳○瑋 

311401  私立育達家商  王○捷 

014322  市立樹林高中  馬○謙 

111321  臺南市興國高中  黃○愿 

070307  國立彰化高中  林○旭 

030403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王○唐 

070415  國立北斗家商  何○昇 

061318  私立立人高中  陳○靜 

011399  私立時雨高中  李○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