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學生姓名 抽籤結果

1110002 王O澯 正取
1110011 黃O筑 正取
1110016 陳O仁 正取
1110018 徐O涵 正取
1110019 洪O倫 正取
1110027 廖O恆 正取
1110030 李O哲 正取
1110031 廖O鈞 正取
1110047 陳O媗 正取
1110057 黃O頤 正取
1110065 林O亦 正取
1110066 黃O恩 正取
1110068 魏O晉 正取
1110081 阮O心 正取
1110082 蕭O允 正取
1110092 黃O晅 正取
1110096 林O安 正取
1110099 許O慈 正取
1110105 陳O綺 正取
1110106 賴O濬 正取
1110115 吳O潾 正取
1110116 紀O喬 正取
1110117 蕭O慧 正取
1110121 張O亓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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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6 林O沄 正取
1110133 歐O瑞 正取
1110134 林O恩 正取
1110139 翁O瑋 正取
1110140 許O娟 正取
1110148 陳O彤 正取
1110151 廖O菲 正取
1110152 林O庭 正取
1110169 謝O蓁 正取
1110172 柯O茿 正取
1110173 楊O諺 正取
1110176 吳O岑 正取
1110194 林O綾 正取
1110204 邱O凱 正取
1110205 劉O妤 正取
1110214 彭O芯 正取
1110216 曾O軒 正取
1110220 蘇O云 正取
1110233 林O廷 正取
1110237 劉O毅 正取
1110238 翁O棠 正取
1110245 何O寬 正取
1110254 李O淯 正取
1110263 廖O愷 正取
1110264 陸O璿 正取
1110280 楊O亦 正取
1110288 陳O叡 正取
1110290 戴O燁 正取
1110299 王O貽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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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1 洪O欣 正取
1110324 林O伸 正取
1110331 陳O宥 正取
1110332 張O翔 正取
1110333 胡O方 正取
1110336 林O峻 正取
1110337 何O臻 正取
1110345 彭O佑 正取
1110354 洪O晴 正取
1110358 黃O楦 正取
1110383 簡O翔 正取
1110385 時O翰 正取
1110390 謝O蓉 正取
1110398 蕭O元 正取
1110404 施O妤 正取
1110413 謝O宇 正取
1110415 林O晴 正取
1110416 黃O筑 正取
1110417 洪O仁 正取
1110420 林O汝 正取
1110427 林O萱 正取
1110428 許O程 正取
1110435 林O謙 正取
1110451 涂O睿 正取
1110454 賴O劭 正取
1110464 蔡O甯 正取
1110269 黃O蓁 備取1
1110434 周O道 備取2
1110481 陳O緹 備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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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71 鄭O駿 備取4
1110356 林O霈 備取5
1110362 高O婕 備取6
1110136 蘇O榐 備取7
1110273 張O青 備取8
1110157 李O恩 備取9
1110222 吳O桐 備取10
1110185 邱O涵 備取11
1110355 邱O薇 備取12
1110184 蔡O宇 備取13
1110017 陳O諺 備取14
1110083 詹O瑄 備取15
1110474 沈O歆 備取16
1110190 陳O宏 備取17
1110239 張O萱 備取18
1110103 林O學 備取19
1110279 莊O皓 備取20
1110244 徐O軒 備取21
1110252 周O安 備取22
1110405 楊O惟 備取23
1110424 林O毅 備取24
1110211 趙O晴 備取25
1110296 林O樺 備取26
1110459 鄭O庭 備取27
1110123 沈O宇 備取28
1110225 李O箴 備取29
1110479 張O學 備取30
1110285 許O軒 備取31
1110408 徐O昀 備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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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68 陳O仁 備取33
1110119 廖O萱 備取34
1110257 吳O正 備取35
1110325 田O揚 備取36
1110410 彭O宸 備取37
1110381 李O瑀 備取38
1110189 何O鴻 備取39
1110369 何O叡 備取40
1110406 李O橙 備取41
1110137 陳O彣 備取42
1110382 楊O源 備取43
1110215 何O恩 備取44
1110080 席O傑 備取45
1110289 張O柔 備取46
1110438 劉O羽 備取47
1110370 劉O妘 備取48
1110183 李O勳 備取49
1110161 楊O晴 備取50
1110445 王O芃 備取51
1110392 黃O心 備取52
1110441 劉O言 備取53
1110463 黃O鈞 備取54
1110260 李O旭 備取55
1110122 張O鏵 備取56
1110193 林O潼 備取57
1110077 陳O君 備取58
1110297 陳O臣 備取59
1110208 黃O惇 備取60
1110054 陳O新 備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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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34 張O瑋 備取62
1110456 郭O妤 備取63
1110089 李O睿 備取64
1110340 洪O恩 備取65
1110399 陳O瑋 備取66
1110203 林O菲 備取67
1110192 黃O婷 備取68
1110050 陳O勝 備取69
1110073 廖O勛 備取70
1110359 張O閩 備取71
1110166 陳O稚 備取72
1110262 閻O佳 備取73
1110179 陳O霆 備取74
1110453 羅O堰 備取75
1110426 蘇O揚 備取76
1110170 洪O鈞 備取77
1110448 鄭O鴻 備取78
1110277 曾O宸 備取79
1110162 蕭O擇 備取80
1110265 游O如 備取81
1110330 江O漢 備取82
1110379 許O愷 備取83
1110163 李O芳 備取84
1110164 孫O倫 備取85
1110396 黃O晴 備取86
1110440 王O陞 備取87
1110352 顏O峻 備取88
1110329 侯O岑 備取89
1110131 熊O晏 備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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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60 廖O旭 備取91
1110368 許O俞 備取92
1110035 王O程 備取93
1110069 饒O瑜 備取94
1110202 林O晏 備取95
1110067 施O勝 備取96
1110436 周O翔 備取97
1110156 李O憲 備取98
1110353 林O臣 備取99
1110450 傅O綺 備取100
1110141 蘇O軒 備取101
1110022 詹O嫻 備取102
1110397 曾O嘉 備取103
1110300 陳O節 備取104
1110282 陳O欣 備取105
1110449 洪O筑 備取106
1110303 劉O妤 備取107
1110153 沈O睿 備取108
1110432 白O晴 備取109
1110196 郭O閎 備取110
1110095 張O浩 備取111
1110414 賴O學 備取112
1110100 黃O升 備取113
1110249 蔡O妘 備取114
1110472 蔣O為 備取115
1110070 廖O汝 備取116
1110107 巫O臻 備取117
1110348 曾O叡 備取118
1110286 林O寬 備取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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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85 林O羽 備取120
1110010 張O鈞 備取121
1110232 黃O霈 備取122
1110373 黃O思 備取123
1110015 唐O晰 備取124
1110422 劉O忻 備取125
1110130 游O崴 備取126
1110217 吳O賢 備取127
1110055 楊O臻 備取128
1110287 蔡O宇 備取129
1110364 洪O睿 備取130
1110112 張O勛 備取131
1110403 呂O澄 備取132
1110308 陳O翎 備取133
1110351 楊O惟 備取134
1110349 丁O立 備取135
1110243 廖O凱 備取136
1110241 林O誼 備取137
1110033 林O捷 備取138
1110129 廖O廷 備取139
1110276 陳O修 備取140
1110433 黃O韋 備取141
1110460 何O燁 備取142
1110421 吳O晅 備取143
1110223 黃O榛 備取144
1110275 江O曜 備取145
1110236 盧O軒 備取146
1110411 吳O祐 備取147
1110197 陳O孚 備取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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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50 陳O嫻 備取149
1110199 陳O元 備取150
1110003 黃O菲 備取151
1110342 林O楹 備取152
1110367 陳O妡 備取153
1110395 廖O赫 備取154
1110167 林O忻 備取155
1110209 賴O璇 備取156
1110437 蕭O瑜 備取157
1110294 黃O瑞 備取158
1110347 潘O元 備取159
1110341 簡O勳 備取160
1110049 陳O騰 備取161
1110307 廖O蓁 備取162
1110159 顏O昕 備取163
1110097 李O宇 備取164
1110246 劉O寧 備取165
1110247 黃O文 備取166
1110248 張O愷 備取167
1110118 黃O棋 備取168
1110447 翁O邕 備取169
1110291 鄭O佑 備取170
1110101 許O晴 備取171
1110058 謝O彤 備取172
1110376 高O涵 備取173
1110394 陳O宜 備取174
1110135 朱O汝 備取175
1110125 黃O琪 備取176
1110469 張O華 備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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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77 陳O棠 備取178
1110378 李O興 備取179
1110004 陳O孟 備取180
1110150 蔡O恩 備取181
1110178 張O朗 備取182
1110009 陳O甯 備取183
1110109 張O昊 備取184
1110013 廖O城 備取185
1110142 蔡O桓 備取186
1110072 楊O騏 備取187
1110146 施O叡 備取188
1110028 朱O祈 備取189
1110181 魏O陞 備取190
1110363 許O瑀 備取191
1110036 郭O維 備取192
1110056 莊O媛 備取193
1110175 洪O瑄 備取194
1110389 王O宜 備取195
1110008 吳O儒 備取196
1110165 李O蓁 備取197
1110360 賴O蕾 備取198
1110250 楊O均 備取199
1110387 張O閎 備取200
1110195 蔡O澄 備取201
1110064 李O庭 備取202
1110419 林O彤 備取203
1110439 賴O翔 備取204
1110328 蔡O捷 備取205
1110076 蘇O樂 備取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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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40 徐O瑄 備取207
1110034 魏O龍 備取208
1110229 王O宸 備取209
1110310 趙O廷 備取210
1110187 王O注 備取211
1110425 林O竹 備取212
1110272 梁O義 備取213
1110391 劉O宏 備取214
1110365 黃O鈞 備取215
1110088 紀O謙 備取216
1110371 蘇O陶 備取217
1110401 葉O一 備取218
1110191 許O宸 備取219
1110177 葉O祐 備取220
1110384 簡O期 備取221
1110051 李O霖 備取222
1110475 吳O霏 備取223
1110412 梁O傑 備取224
1110206 田O敬祐 備取225
1110253 楊O澤 備取226
1110174 謝O希 備取227

1110423 沈O叡 備取228

第11頁，共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