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154 許O瑞 正取

1110213 張O銓 正取

1110270 許O諭 正取

1110298 蔡O萱 正取

1110147 何O婕 備取1

1110258 廖O筑 備取2

1110293 石O仁 備取3

1110079 吳O安 備取4

1110335 潘O洋 備取5

1110465 劉O琦 備取6

1110128 石O清 備取7

1110278 顏O余 備取8

1110339 彭O鈜 備取9

1110007 詹O瑋 備取10

1110444 陳O星 備取11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年度招生 忠義里抽籤結果

第1頁，共1頁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029 王O晴 正取

1110071 林O聿 正取

1110234 吳O淳 正取

1110302 辛O廷 正取

1110226 廖O佑 備取1

1110455 陳O昕 備取2

1110343 陳O鏞 備取3

1110024 吳O祐 備取4

1110430 吳O勛 備取5

1110393 江O修 備取6

1110132 楊O菡 備取7

1110078 劉O芳 備取8

1110221 卓O翰 備取9

1110418 王O勛 備取10

1110032 方O妍 備取11

1110242 江O芝 備取12

1110429 張O恩 備取13

1110207 胡O卉 備取14

1110025 吳O宇 備取15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年度招生 秀山里抽籤結果

第1頁，共1頁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001 蔡O朋 正取

1110006 張O瑋 正取

1110111 鄭O銜 正取

1110143 童O予 正取

1110235 李O妤 正取

1110271 張O恩 正取

1110274 何O崇 正取

1110357 王O然 正取

1110224 吳O瑋 備取1

1110346 陳O霖 備取2

1110043 王O澄 備取3

1110200 楊O軒 備取4

1110005 謝O翰 備取5

1110305 洪O恩 備取6

1110344 王O雅 備取7

1110470 許O菱 備取8

1110094 陳O廷 備取9

1110042 王O宥 備取10

1110039 陳O庭 備取11

1110471 張O甄 備取12

1110108 張O愷 備取13

1110409 蘇O涵 備取14

1110452 張O程 備取15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年度招生 橫山里抽籤結果

第1頁，共2頁



1110443 呂O瞳 備取16

1110210 張O明 備取17

1110145 林O宇 備取18

1110060 林O鋒 備取19

1110053 王O崴 備取20

1110201 呂O恩 備取21

第2頁，共2頁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037 李O榆 正取

1110124 程O芸 正取

1110180 盛O妍 正取

1110338 李O昀 正取

1110323 李O哲 備取1

1110041 陳O妍 備取2

1110304 楊O璇 備取3

1110467 張O玲 備取4

1110113 張O寧 備取5

1110074 許O甄 備取6

1110255 康O恩 備取7

1110063 莊O玄 備取8

1110091 陳O均 備取9

1110326 呂O鴻 備取10

1110093 曹O佳 備取11

1110040 陳O蓓 備取12

1110052 曾O翔 備取13

1110306 陳O妤 備取14

1110466 張O庭 備取15

1110186 李O毅 備取16

1110098 楊O安 備取17

1110267 吳O翰 備取18

1110168 李O潔 備取19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年度招生 林厝里抽籤結果

第1頁，共2頁



1110155 張O睿 備取20

1110231 徐O恩 備取21

1110473 黃O洋 備取22

1110327 張O原 備取23

第2頁，共2頁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128 石O清 備取1

1110210 張O明 備取2

1110278 顏O余 備取3

1110409 蘇O涵 備取4

1110465 劉O琦 備取5

1110041 陳O妍 備取6

1110326 呂O鴻 備取7

1110007 詹O瑋 備取8

1110293 石O仁 備取9

1110430 吳O勛 備取10

1110079 吳O安 備取11

1110113 張O寧 備取12

1110224 吳O瑋 備取13

1110032 方O妍 備取14

1110074 許O甄 備取15

1110207 胡O卉 備取16

1110327 張O原 備取17

1110443 呂O瞳 備取18

1110466 張O庭 備取19

1110078 劉O芳 備取20

1110304 楊O璇 備取21

1110393 江O修 備取22

1110452 張O程 備取23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年度招生 區備取抽籤結果

第1頁，共3頁



1110043 王O澄 備取24

1110094 陳O廷 備取25

1110132 楊O菡 備取26

1110255 康O恩 備取27

1110060 林O鋒 備取28

1110346 陳O霖 備取29

1110418 王O勛 備取30

1110473 黃O洋 備取31

1110242 江O芝 備取32

1110091 陳O均 備取33

1110005 謝O翰 備取34

1110052 曾O翔 備取35

1110155 張O睿 備取36

1110455 陳O昕 備取37

1110470 許O菱 備取38

1110471 張O甄 備取39

1110093 曹O佳 備取40

1110221 卓O翰 備取41

1110323 李O哲 備取42

1110039 陳O庭 備取43

1110145 林O宇 備取44

1110147 何O婕 備取45

1110344 王O雅 備取46

1110025 吳O宇 備取47

1110467 張O玲 備取48

1110306 陳O妤 備取49

1110200 楊O軒 備取50

第2頁，共3頁



1110305 洪O恩 備取51

1110258 廖O筑 備取52

1110231 徐O恩 備取53

1110186 李O毅 備取54

1110444 陳O星 備取55

1110063 莊O玄 備取56

1110053 王O崴 備取57

1110201 呂O恩 備取58

1110429 張O恩 備取59

1110267 吳O翰 備取60

1110226 廖O佑 備取61

1110024 吳O祐 備取62

1110335 潘O洋 備取63

1110108 張O愷 備取64

1110168 李O潔 備取65

1110339 彭O鈜 備取66

1110098 楊O安 備取67

1110343 陳O鏞 備取68

1110042 王O宥 備取69

1110040 陳O蓓 備取70

第3頁，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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