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10109999 卓卓卓卓    越越越越    永永永永    平平平平    榮榮榮榮    耀耀耀耀    金金金金    榜榜榜榜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111111111111 人人人人    

永平高中永平高中永平高中永平高中 44444444 人人人人    
李李李李 OOOO 鎔鎔鎔鎔、、、、蔡蔡蔡蔡 OOOO 恩恩恩恩、、、、陳陳陳陳 OOOO 庭庭庭庭、、、、謝謝謝謝 OOOO 欣欣欣欣、、、、許許許許 OOOO 翔翔翔翔、、、、林林林林 OOOO 賢賢賢賢、、、、翁翁翁翁 OOOO 妍妍妍妍、、、、    
李李李李 OOOO 奕奕奕奕、、、、徐徐徐徐 OOOO 軒軒軒軒、、、、張張張張 OOOO 嫺嫺嫺嫺、、、、張張張張 OOOO 雁雁雁雁、、、、蔡蔡蔡蔡 OOOO 穎穎穎穎、、、、陳陳陳陳 OOOO 翰翰翰翰、、、、汪汪汪汪 OOOO 瑜瑜瑜瑜、、、、    
魏魏魏魏 OOOO 婷婷婷婷、、、、曾曾曾曾 OOOO 芸芸芸芸、、、、陳陳陳陳 OOOO 均均均均、、、、周周周周 OOOO 琪琪琪琪、、、、陳陳陳陳 OOOO 弘弘弘弘、、、、陳陳陳陳 OOOO 綺綺綺綺、、、、廖廖廖廖 OOOO 涵涵涵涵、、、、    
李李李李 OOOO 伊伊伊伊、、、、陳陳陳陳 OOOO 廷廷廷廷、、、、鍾鍾鍾鍾 OOOO 甫甫甫甫、、、、康康康康 OOOO 頤頤頤頤、、、、張張張張 OOOO 妤妤妤妤、、、、陳陳陳陳 OOOO 安安安安、、、、蕭蕭蕭蕭 OOOO 婷婷婷婷、、、、    
陳陳陳陳 OOOO 宇宇宇宇、、、、李李李李 OOOO 詠詠詠詠、、、、王王王王 OOOO 祺祺祺祺、、、、許許許許 OOOO 綺綺綺綺、、、、楊楊楊楊 OOOO 凱凱凱凱、、、、劉劉劉劉 OOOO 軒軒軒軒、、、、孫孫孫孫 OOOO 絜絜絜絜、、、、    
李李李李 OOOO 芸芸芸芸、、、、簡簡簡簡 OOOO 恩恩恩恩、、、、沈沈沈沈 OOOO 恩恩恩恩、、、、吳吳吳吳 OOOO 翰翰翰翰、、、、林林林林 OOOO 毅毅毅毅、、、、吳吳吳吳 OOOO 紘紘紘紘、、、、黃黃黃黃 OOOO 瑄瑄瑄瑄、、、、    
吳吳吳吳 OOOO 宸宸宸宸、、、、翁翁翁翁 OOOO 翔翔翔翔    

板橋高中板橋高中板橋高中板橋高中 6666 人人人人    中和高中中和高中中和高中中和高中 9999 人人人人    三民高中三民高中三民高中三民高中    

徐徐徐徐ОООО涵涵涵涵、、、、陳陳陳陳ОООО邑邑邑邑    
李李李李ОООО翊翊翊翊、、、、魏魏魏魏ОООО蕾蕾蕾蕾    
陳陳陳陳 OOOO 德德德德、、、、孫孫孫孫ОООО桓桓桓桓    

陳陳陳陳ОООО煒煒煒煒、、、、李李李李ОООО呈呈呈呈、、、、陳陳陳陳ОООО展展展展    
趙趙趙趙ОООО晟晟晟晟、、、、宋宋宋宋ОООО臻臻臻臻、、、、林林林林ОООО函函函函    
吳吳吳吳ОООО儀儀儀儀、、、、江江江江ОООО如如如如、、、、蔡蔡蔡蔡ОООО潔潔潔潔    

賴賴賴賴ОООО妤妤妤妤    
李李李李ОООО倫倫倫倫    
金金金金ОООО恩恩恩恩    

新店高中新店高中新店高中新店高中 6666 人人人人    清水高中清水高中清水高中清水高中 7777 人人人人    石碇高中石碇高中石碇高中石碇高中    

呂呂呂呂ОООО彤彤彤彤、、、、劉劉劉劉ОООО涵涵涵涵    
陳陳陳陳ОООО諭諭諭諭、、、、徐徐徐徐ОООО洋洋洋洋    
吳吳吳吳ОООО麒麒麒麒、、、、明明明明 OOOO 筠筠筠筠    

林林林林 OOOO 謙謙謙謙、、、、李李李李ОООО聿聿聿聿、、、、吳吳吳吳ОООО琪琪琪琪    
吳吳吳吳ОООО熹熹熹熹、、、、夏夏夏夏ОООО翔翔翔翔、、、、張張張張ОООО樂樂樂樂    

翁翁翁翁 OOOO 翔翔翔翔    

汪汪汪汪ОООО謙謙謙謙    
簡簡簡簡ОООО宇宇宇宇    
戴戴戴戴 OOOO 潔潔潔潔    

錦和高中錦和高中錦和高中錦和高中 6666 人人人人    安康高中安康高中安康高中安康高中    光復高中光復高中光復高中光復高中    明德高中明德高中明德高中明德高中    

許許許許ОООО瑋瑋瑋瑋、、、、張張張張ОООО恩恩恩恩、、、、陳陳陳陳ОООО茹茹茹茹    
魏魏魏魏ОООО希希希希、、、、楊楊楊楊ОООО靜靜靜靜、、、、蔡蔡蔡蔡ОООО晏晏晏晏    

陳陳陳陳ОООО丞丞丞丞    
陳陳陳陳ОООО穎穎穎穎    

林林林林ОООО倫倫倫倫    
沈沈沈沈ОООО修修修修    

吳吳吳吳 OOOO 憶憶憶憶    
洪洪洪洪 OOOO 淇淇淇淇    

新北新北新北新北高高高高工工工工 11111111 人人人人    丹鳳高中丹鳳高中丹鳳高中丹鳳高中    秀峰高中秀峰高中秀峰高中秀峰高中    

許許許許ОООО禎禎禎禎、、、、張張張張ОООО誠誠誠誠、、、、許許許許ОООО舜舜舜舜、、、、謝謝謝謝ОООО僾僾僾僾    
廖廖廖廖ОООО廷廷廷廷、、、、郭郭郭郭        ОООО、、、、劉劉劉劉ОООО宏宏宏宏、、、、柯柯柯柯ОООО澤澤澤澤    

金金金金ОООО妘妘妘妘、、、、劉劉劉劉ОООО翔翔翔翔、、、、許許許許ОООО崴崴崴崴    
游游游游ОООО澤澤澤澤    蕭蕭蕭蕭 OOOO 傑傑傑傑    

淡水商工淡水商工淡水商工淡水商工 4444 人人人人    三重商工三重商工三重商工三重商工    瑞芳高工瑞芳高工瑞芳高工瑞芳高工    鶯歌高工鶯歌高工鶯歌高工鶯歌高工    

徐徐徐徐ОООО祥祥祥祥、、、、陳陳陳陳 OOOO 樺樺樺樺、、、、張張張張 OOOO 浚浚浚浚    
游游游游 OOOO 穗穗穗穗    

林林林林ОООО丞丞丞丞    
李李李李 OOOO 翰翰翰翰    

黃黃黃黃 OOOO 翔翔翔翔    管管管管 OOOO 娟娟娟娟    

109109109109 卓卓卓卓    越越越越    永永永永    平平平平    榮榮榮榮    耀耀耀耀    金金金金    榜榜榜榜    
臺臺臺臺北市北市北市北市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111105050505 人人人人    

建國建國建國建國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9999 人人人人    北一女北一女北一女北一女中中中中 4444 人人人人    

高高高高 OOOO 惟惟惟惟、、、、陳陳陳陳 OOOO 廷廷廷廷、、、、唐唐唐唐 OOOO 恩恩恩恩、、、、
鐘鐘鐘鐘 OOOO 文文文文、、、、黃黃黃黃 OOOO 棣棣棣棣、、、、魏魏魏魏 OOOO 瀚瀚瀚瀚、、、、
呂呂呂呂 OOOO 叡叡叡叡、、、、葉葉葉葉 OOOO 翔翔翔翔、、、、陳陳陳陳 OOOO 霖霖霖霖    

卓卓卓卓 OOOO 潁潁潁潁、、、、李李李李 OOOO 菁菁菁菁    
劉劉劉劉 OOOO 辰辰辰辰、、、、陳陳陳陳 OOOO 諺諺諺諺    

成功高成功高成功高成功高中中中中 4444 人人人人    中山女中山女中山女中山女中中中中 5555 人人人人    

施施施施ОООО佑佑佑佑、、、、吳吳吳吳ОООО路路路路、、、、黃黃黃黃ОООО勛勛勛勛、、、、    
李李李李ОООО宇宇宇宇    

翁翁翁翁 OOOO 嫻嫻嫻嫻、、、、蔡蔡蔡蔡 OOOO 立立立立、、、、陳陳陳陳 OOOO 穎穎穎穎、、、、
林林林林 OOOO 靖靖靖靖、、、、林林林林 OOOO 儀儀儀儀    

松松松松山高中山高中山高中山高中 5555 人人人人    景美女景美女景美女景美女中中中中 8888 人人人人    華江華江華江華江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5555 人人人人    

黃黃黃黃ОООО勤勤勤勤、、、、羅羅羅羅ОООО祥祥祥祥    
葉葉葉葉ОООО喬喬喬喬、、、、林林林林ОООО涵涵涵涵    

陳陳陳陳ОООО蓁蓁蓁蓁    

李李李李ОООО儀儀儀儀、、、、陳陳陳陳ОООО瑜瑜瑜瑜    
蔡蔡蔡蔡ОООО媛媛媛媛、、、、何何何何ОООО璇璇璇璇    
劉劉劉劉ОООО君君君君、、、、林林林林ОООО萱萱萱萱    
江江江江ОООО萱萱萱萱、、、、陳陳陳陳ОООО樺樺樺樺    

蔡蔡蔡蔡ОООО銀銀銀銀、、、、廖廖廖廖ОООО丞丞丞丞    
張張張張ОООО琪琪琪琪、、、、蔣蔣蔣蔣ОООО芸芸芸芸    

連連連連ОООО涵涵涵涵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1111 人人人人    成淵高中成淵高中成淵高中成淵高中 3333 人人人人    明倫明倫明倫明倫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3333 人人人人    

黃黃黃黃ОООО威威威威    
張張張張ОООО恩恩恩恩、、、、何何何何ОООО杰杰杰杰、、、、    

黃黃黃黃ОООО宸宸宸宸    
巫巫巫巫ОООО緯緯緯緯、、、、韋韋韋韋ОООО辰辰辰辰、、、、

徐徐徐徐ОООО    

中正高中中正高中中正高中中正高中 1111 人人人人    復興高中復興高中復興高中復興高中 1111 人人人人    中崙高中中崙高中中崙高中中崙高中 1111 人人人人    

孫孫孫孫ОООО桓桓桓桓    陳陳陳陳ОООО宇宇宇宇    夏夏夏夏ОООО娸娸娸娸    

大理高中大理高中大理高中大理高中 4444 人人人人    育成高中育成高中育成高中育成高中    南湖高中南湖高中南湖高中南湖高中    

李李李李ОООО蓁蓁蓁蓁、、、、洪洪洪洪ОООО鴻鴻鴻鴻、、、、李李李李ОООО廷廷廷廷、、、、黃黃黃黃ОООО綾綾綾綾    黃黃黃黃ОООО謙謙謙謙    薛薛薛薛ОООО柔柔柔柔    

            



國立學校國立學校國立學校國立學校((((含五專含五專含五專含五專))))及及及及    

其他公立學校其他公立學校其他公立學校其他公立學校 11116666 人人人人    

109109109109 卓卓卓卓    越越越越    永永永永    平平平平    榮榮榮榮    耀耀耀耀    金金金金    榜榜榜榜    

大安大安大安大安高高高高工工工工 8888 人人人人    士林高商士林高商士林高商士林高商 5555 人人人人    

吳吳吳吳ОООО憲憲憲憲、、、、鄭鄭鄭鄭ОООО緯緯緯緯、、、、李李李李ОООО澔澔澔澔、、、、蔣蔣蔣蔣ОООО如如如如    
陳陳陳陳ОООО廷廷廷廷、、、、劉劉劉劉ОООО立立立立、、、、王王王王ОООО誠誠誠誠、、、、楊楊楊楊ОООО翎翎翎翎    

蔣蔣蔣蔣ОООО鈺鈺鈺鈺、、、、楊楊楊楊ОООО瑩瑩瑩瑩    
侯侯侯侯ОООО怡怡怡怡、、、、陳陳陳陳ОООО宇宇宇宇    

張張張張 OOOO 潔潔潔潔    

松山家商松山家商松山家商松山家商 7777 人人人人    木柵高工木柵高工木柵高工木柵高工 6666 人人人人    南港高工南港高工南港高工南港高工    

林林林林ОООО妤妤妤妤、、、、邱邱邱邱ОООО哲哲哲哲、、、、郭郭郭郭ОООО君君君君    
施施施施ОООО翰翰翰翰、、、、卓卓卓卓ОООО緯緯緯緯、、、、陳陳陳陳 OOOO 亨亨亨亨    

陳陳陳陳 OOOO 伃伃伃伃    

高高高高ОООО翔翔翔翔、、、、吳吳吳吳ОООО恩恩恩恩    
卓卓卓卓ОООО岑岑岑岑、、、、張張張張ОООО翔翔翔翔    
王王王王 OOOO 生生生生、、、、葉葉葉葉 OOOO 銓銓銓銓    

鍾鍾鍾鍾ОООО倫倫倫倫    
洪洪洪洪ОООО輔輔輔輔    
張張張張 OOOO 均均均均    
許許許許 OOOO 禎禎禎禎    

內湖高工內湖高工內湖高工內湖高工 9999 人人人人    松山工農松山工農松山工農松山工農 10101010 人人人人    

吳吳吳吳ОООО毅毅毅毅、、、、曾曾曾曾ОООО瑋瑋瑋瑋、、、、許許許許ОООО麟麟麟麟    
李李李李ОООО憲憲憲憲、、、、王王王王ОООО壕壕壕壕、、、、劉劉劉劉ОООО宇宇宇宇    
陳陳陳陳ОООО珏珏珏珏、、、、郭郭郭郭ОООО賢賢賢賢、、、、鍾鍾鍾鍾ОООО珵珵珵珵    

粘粘粘粘ОООО璟璟璟璟、、、、陳陳陳陳ОООО揚揚揚揚、、、、柯柯柯柯ОООО安安安安    
陳陳陳陳ОООО逸逸逸逸、、、、李李李李ОООО庭庭庭庭、、、、石石石石ОООО禾禾禾禾    
曾曾曾曾ОООО銓銓銓銓、、、、吳吳吳吳ОООО鴻鴻鴻鴻、、、、胡胡胡胡ОООО玄玄玄玄    

周周周周 OOOO 晏晏晏晏    

師大附中師大附中師大附中師大附中    政大附中政大附中政大附中政大附中    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商業大學 5555 人人人人    金門高中金門高中金門高中金門高中    

鄭鄭鄭鄭ОООО    曾曾曾曾ОООО妘妘妘妘    
楊楊楊楊ОООО華華華華、、、、張張張張ОООО柔柔柔柔、、、、陳陳陳陳ОООО亨亨亨亨    

李李李李ОООО翰翰翰翰、、、、張張張張ОООО潔潔潔潔    
蔡蔡蔡蔡ОООО諺諺諺諺    

中正預校中正預校中正預校中正預校    基隆高中基隆高中基隆高中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基隆女中基隆女中基隆女中    小港高中小港高中小港高中小港高中    基隆商工基隆商工基隆商工基隆商工    

周周周周ОООО晏晏晏晏    鄧鄧鄧鄧ОООО圻圻圻圻    
蘇蘇蘇蘇ОООО晨晨晨晨    
范范范范 OOOO 萱萱萱萱    

黃黃黃黃ОООО翰翰翰翰    
曾曾曾曾ОООО展展展展    
唐唐唐唐 OOOO 閔閔閔閔    
蔡蔡蔡蔡 OOOO 蓁蓁蓁蓁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所所所所有有有有    

金金金金榜題榜題榜題榜題名名名名永永永永平平平平人人人人    

    

感感感感謝謝謝謝任任任任課課課課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辛勤辛勤辛勤辛勤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