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第 1次電腦作業達成介聘教師名冊 

總筆數：223 第 1 頁／共 9 頁 
 

序 現職服務學校 姓名 調入學校 介聘科別 介聘方式 積分 

1 國立華僑高中（新北市） 蕭立綸 國立臺南海事（臺南市） 地理科 互調 61.8 

2 國立華僑高中（新北市） 許芳綺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彰化縣） 國文科 三角調 42.9 

3 國立中大壢中（桃園市） 黃豊閎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數學科 五角調 71.7 

4 國立竹東高中（新竹縣） 陳婉欣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桃園市） 國文科 五角調 40.3 

5 國立關西高中（新竹縣） 黃盈潔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臺中市） 園藝科 互調 86.5 

6 國立關西高中（新竹縣） 簡豪天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新竹市） 國文科 五角調 79.4 

7 國立竹北高中（新竹縣） 黃郁庭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國文科 四角調 70.1 

8 國立苗栗高中（苗栗縣） 周榮峯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化學科 互調 77.9 

9 國立竹南高中（苗栗縣） 蔡佳純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新竹市） 英文科 互調 68.4 

10 國立苑裡高中（苗栗縣） 吳姈娟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臺中市） 英文科 五角調 99.0 

11 國立苑裡高中（苗栗縣） 葉欣玟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國文科 三角調 56.0 

12 國立興大附中（臺中市） 李彥璋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桃園市） 物理科 三角調 53.3 

13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陳信昌 國立嘉義高商（嘉義市） 歷史科 互調 37.5 

14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林嘉琪 國立苑裡高中（苗栗縣） 國文科 三角調 37.2 

15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呂冠見 國立北斗家商（彰化縣） 數學科 互調 30.0 

16 國立彰化高中（彰化縣） 張金墉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體育科 互調 54.9 

17 國立彰化高中（彰化縣） 陳宏昌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生物科 三角調 71.0 

18 國立溪湖高中（彰化縣） 邱子玲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新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57.8 

19 國立溪湖高中（彰化縣） 張婕妤 國立彰化高中（彰化縣） 生物科 三角調 45.1 

20 國立中興高中（南投縣） 劉薏君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屏東縣） 輔導科 三角調 37.0 

21 國立竹山高中（南投縣） 徐瑋佳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32.3 

22 國立北港高中（雲林縣） 余欣怡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彰化縣） 國文科 互調 48.0 

23 國立新豐高中（臺南市） 鍾孟勳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含進修部)（高雄市） 數學科 互調 56.7 

24 國立新營高中（臺南市） 李佳縈 國立佳冬高農（屏東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35.9 

25 國立後壁高中（臺南市） 簡安志 國立嘉義家職（嘉義市） 體育科 互調 89.2 
 



110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第 1次電腦作業達成介聘教師名冊 

總筆數：223 第 2 頁／共 9 頁 
 

序 現職服務學校 姓名 調入學校 介聘科別 介聘方式 積分 

26 國立後壁高中（臺南市） 林秀茜 國立臺東專校(高職部)（臺東縣） 建築科 互調 61.0 

27 國立善化高中（臺南市） 陳宏喜 國立嘉義高商（嘉義市） 英文科 三角調 58.5 

28 國立新化高中（臺南市） 黃怡凱 國立屏東高工（屏東縣） 數學科 三角調 43.3 

29 國立鳳山高中（高雄市） 鍾馨儀 國防所屬中正預校（高雄市） 輔導科 互調 70.0 

30 國立鳳新高中（高雄市） 楊東叡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歷史科 互調 50.2 

31 國立鳳新高中（高雄市） 楊晏州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新北市） 歷史科 互調 57.2 

32 國立東大體中（臺東縣） 林科均 國立仁愛高農（南投縣） 體育科 互調 57.7 

33 國立臺東女中（臺東縣） 黃祥寧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桃園市） 物理科 三角調 78.0 

34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簡伯均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屏東縣） 數學科 五角調 73.2 

35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陳維德 國立花蓮高商（花蓮縣） 國文科 單調 67.8 

36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江允瑄 國立苑裡高中（苗栗縣） 英文科 五角調 31.0 

37 國立花蓮女中（花蓮縣） 陳斾玎 國立金門高中（金門縣） 化學科 互調 59.1 

38 國立新竹高中（新竹市） 林修汝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音樂科 四角調 78.0 

39 國立嘉義女中（嘉義市） 鄭偉榮 國立興大附中（臺中市） 物理科 三角調 56.7 

40 國立臺南二中（臺南市） 邱稚惠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高雄市） 美術科 互調 34.1 

41 國立臺南一中（臺南市） 温良恭 國立高雄師大附屬高中（高雄市） 物理科 互調 64.5 

42 國立臺南女中（臺南市） 王政凱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美術科 互調 83.1 

43 國立臺南女中（臺南市） 陳令飛 國立金門高中（金門縣） 體育科 三角調 65.0 

44 國立政大附中（臺北市） 廖先豪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臺中市） 公民與社會科 互調 28.5 

45 國立高雄師大附屬高中（高雄市） 楊盛智 國立臺南一中（臺南市） 物理科 互調 75.7 

46 國立金門高中（金門縣） 吳德偉 國立佳冬高農（屏東縣） 體育科 三角調 59.8 

47 國立金門高中（金門縣） 陳瑩翰 國立花蓮女中（花蓮縣） 化學科 互調 56.7 

48 國立羅東高工（宜蘭縣） 廖士閎 國立屏東高工（屏東縣） 機械科 單調 83.6 

49 國立羅東高工（宜蘭縣） 黃珮芬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英文科 五角調 46.2 

50 國立羅東高工（宜蘭縣） 張美智 國立潮州高中（屏東縣） 健康與護理科 單調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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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國立羅東高工（宜蘭縣） 沈鈺玲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機械科 單調 40.0 

52 國立苗栗農工（苗栗縣） 鄧旭揚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臺北市） 冷凍空調科(電機空調科) 互調 63.5 

53 國立苗栗農工（苗栗縣） 張志榮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板金科 單調 81.0 

54 國立彰師附工（彰化縣） 林益瑋 臺中市立神岡高工（臺中市） 機械科 單調 80.6 

55 國立二林工商（彰化縣） 洪任儀 國立岡山農工（高雄市） 機械科 互調 57.0 

56 國立二林工商（彰化縣） 蔡維銓 國立曾文農工（臺南市） 電子科 單調 68.6 

57 國立秀水高工（彰化縣） 孫雅琇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三角調 58.4 

58 國立彰化高商（彰化縣） 趙敏華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數學科 互調 85.7 

59 國立彰化高商（彰化縣） 吳易純 國立潮州高中（屏東縣） 國文科 單調 76.6 

60 國立員林農工（彰化縣） 黃國禎 國立彰化特教（彰化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52.0 

61 國立員林農工（彰化縣） 謝秉承 臺中市立神岡高工（臺中市） 機械科 單調 70.7 

62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彰化縣） 許紋綺 國立員林農工（彰化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52.7 

63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彰化縣） 楊昌益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臺中市） 資訊科 三角調 61.9 

64 國立北斗家商（彰化縣） 黄怡紋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數學科 互調 48.9 

65 國立仁愛高農（南投縣） 伍芷涵 國立東大體中（臺東縣） 體育科 互調 44.0 

66 國立虎尾農工（雲林縣） 陳明焙 國立民雄農工（嘉義縣） 國文科 單調 60.3 

67 國立虎尾農工（雲林縣） 陳晉誼 臺中市立神岡高工（臺中市） 機械科 單調 78.0 

68 國立西螺農工（雲林縣） 周若雯 國立溪湖高中（彰化縣） 英文科 五角調 81.3 

69 國立西螺農工（雲林縣） 鄧舜方 國立嘉義高工（嘉義市） 汽車科 互調 42.9 

70 國立北港農工（雲林縣） 許瓏寶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新北市） 機械科 單調 81.5 

71 國立民雄農工（嘉義縣） 廖秋霞 國立成功商水（臺東縣） 國文科 單調 60.1 

72 國立民雄農工（嘉義縣） 韓昌 臺東縣立蘭嶼高中（臺東縣） 國文科 單調 58.7 

73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鄭凱仁 國立西螺農工（雲林縣） 機械科 單調 80.6 

74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林宥任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電機科 三角調 46.8 

75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王南成 國立彰師附工（彰化縣） 機械科 單調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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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林立強 國立員林農工（彰化縣） 機械科 單調 90.5 

77 國立白河商工（臺南市） 鐘郁傑 國立北港農工（雲林縣） 機械科 單調 47.3 

78 國立白河商工（臺南市） 賴勇安 國立嘉義高工（嘉義市） 製圖科 單調 90.0 

79 國立玉井工商（臺南市） 吳國瑞 國立內埔農工（屏東縣） 電機科 單調 61.5 

80 國立玉井工商（臺南市） 楊庭青 國立彰化高商（彰化縣） 國文科 單調 90.0 

81 國立臺南高工（臺南市） 陳惠敏 國立虎尾農工（雲林縣） 國文科 單調 91.7 

82 國立臺南高工（臺南市） 郭慶祚 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 電機科 三角調 35.0 

83 國立岡山農工（高雄市） 劉建寬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機械科 互調 40.1 

84 國立岡山農工（高雄市） 黃韋翰 國立二林工商（彰化縣） 機械科 互調 79.5 

85 國立內埔農工（屏東縣） 簡圭鈺 國立屏東高工（屏東縣）(原民校) 電機科 單調 41.5 

86 國立屏東高工（屏東縣） 林玲莉 國立高餐附中（高雄市） 數學科 三角調 64.9 

87 國立佳冬高農（屏東縣） 柯美稜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新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94.2 

88 國立佳冬高農（屏東縣） 吳漪涵 國立臺南女中（臺南市） 體育科 三角調 63.0 

89 國立恆春工商（屏東縣） 張燕萍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高雄市） 國文科 單調 92.5 

90 國立臺東專校(高職部)（臺東縣） 張碩宸 國立後壁高中（臺南市） 建築科 互調 38.7 

91 國立臺東專校(高職部)（臺東縣） 蔡佩潔 國立旗山農工（高雄市） 畜產保健科 單調 71.1 

92 國立成功商水（臺東縣） 劉元銘 國立臺東高中（臺東縣） 國文科 單調 58.4 

93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縣） 陳威任 國立花蓮高商（花蓮縣） 數學科 三角調 46.6 

94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縣） 林柏青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基隆市） 國文科 單調 44.4 

95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縣） 彭旭廷 國立玉井工商（臺南市） 電機科 單調 60.5 

96 國立花蓮高商（花蓮縣） 賴麗鈴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數學科 三角調 61.1 

97 國立花蓮高商（花蓮縣） 許雅婷 國立民雄農工（嘉義縣） 國文科 單調 44.0 

98 國立花蓮高商（花蓮縣） 吳麗虹 國立玉井工商（臺南市） 國文科 單調 81.4 

99 國立光復商工（花蓮縣） 楊凱宇 臺北市立啟聰（臺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互調 46.0 

100 國立新竹高商（新竹市） 何沐鴻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數學科 互調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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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國立嘉義高工（嘉義市） 郭清雄 國立西螺農工（雲林縣） 汽車科 互調 79.2 

102 國立嘉義高商（嘉義市） 李易真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歷史科 互調 30.7 

103 國立嘉義高商（嘉義市） 黃怡嘉 國立臺南海事（臺南市） 英文科 三角調 79.6 

104 國立嘉義家職（嘉義市） 王俊傑 國立後壁高中（臺南市） 體育科 互調 29.0 

105 國立臺南高商（臺南市） 陳文隆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高雄市） 英文科 互調 51.3 

106 國立臺南海事（臺南市） 徐欣慈 國立華僑高中（新北市） 地理科 互調 36.8 

107 國立臺南海事（臺南市） 鄭荳荳 國立善化高中（臺南市） 英文科 三角調 30.5 

108 國立成大附工（臺南市） 李俊德 國立虎尾農工（雲林縣） 機械科 單調 51.3 

109 國立高餐附中（高雄市） 羅琳峰 國立新化高中（臺南市） 數學科 三角調 78.6 

110 國立宜蘭特教（宜蘭縣） 許媛婷 國立竹山高中（南投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89.9 

111 國立和美實校(特教部)（彰化縣） 廖名顗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彰化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58.3 

112 國立彰化特教（彰化縣） 呂易瑾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臺中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80.0 

113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新北市） 郭怡妏 國立新竹高中（新竹市） 音樂科 四角調 38.0 

114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新北市） 許靜佳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新北市） 國文科 四角調 30.1 

115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新北市） 張倍慈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桃園市） 國文科 四角調 45.5 

116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新北市） 陳彥合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桃園市） 英文科 五角調 41.7 

117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新北市） 蔡奕正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數學科 互調 54.6 

118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新北市） 簡郁昕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桃園市） 國文科 四角調 84.7 

119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新北市） 李東宸 臺中市立神岡高工（臺中市） 機械科 單調 80.2 

120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新北市） 鄭茹方 國立竹東高中（新竹縣） 國文科 五角調 49.8 

121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鄭湧叡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新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52.8 

122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萬雅筑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臺南市） 歷史科 互調 44.7 

123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趙子慧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臺北市） 英文科 三角調 76.6 

12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劉怡吟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新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40.0 

125 新北市立新北特教（新北市） 林益偉 國立宜蘭特教（宜蘭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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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新北市） 劉冠麟 國立鳳新高中（高雄市） 歷史科 互調 30.3 

127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侯奕宇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臺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62.4 

128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楊宜璋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英文科 三角調 37.9 

129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陳金尚 國立新竹高商（新竹市） 數學科 互調 38.0 

130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新北市） 洪依慧 臺中市立臺中啟聰（臺中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78.0 

131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新北市） 陳雯漪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屏東縣） 國文科 三角調 52.9 

132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新北市） 黃秀媚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新北市） 音樂科 四角調 45.8 

133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新北市） 李錦郁 新北市立新北特教（新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37.4 

134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新北市） 劉育宏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地球科學科 互調 53.7 

135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新北市） 陳年謀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臺北市） 物理科 五角調 78.2 

136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新北市） 徐貞慈 國立中大壢中（桃園市） 數學科 五角調 72.0 

137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新北市） 馬志穎 國立新營高中（臺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39.2 

138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新北市） 吳楷涵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英文科 五角調 41.8 

139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新北市） 林郁婷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臺中市） 美工科 互調 53.9 

140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桃園市） 黃秀玲 國立秀水高工（彰化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三角調 51.7 

141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桃園市） 徐邑芬 國立竹北高中（新竹縣） 國文科 四角調 82.7 

142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桃園市） 陳姿涵 國立嘉義女中（嘉義市） 物理科 三角調 62.6 

143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劉芳吟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歷史科 互調 39.2 

144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郭佳誠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地理科 互調 48.5 

145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呂宜蓁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新北市） 音樂科 四角調 47.3 

146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邱婷婷 國立鳳新高中（高雄市） 歷史科 互調 69.1 

147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桃園市） 方宇蓓 國立關西高中（新竹縣） 國文科 五角調 57.0 

148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桃園市） 陳葳涵 國立西螺農工（雲林縣） 英文科 五角調 27.0 

149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桃園市） 黃聖文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臺北市） 國文科 四角調 49.6 

150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桃園市） 張玲毓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臺北市） 英文科 互調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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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桃園市） 張盛硯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臺北市） 物理科 三角調 59.3 

152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桃園市） 江吟梓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桃園市） 英文科 五角調 29.3 

153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桃園市） 吳柏廷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物理科 三角調 48.8 

154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桃園市） 曾若雅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桃園市） 物理科 三角調 38.6 

155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臺中市） 吳珮安 國立政大附中（臺北市） 公民與社會科 互調 73.4 

156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臺中市） 王竹梅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新北市） 美工科 互調 62.4 

157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臺中市） 洪綾霙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臺中市） 英文科 三角調 40.2 

158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臺中市） 陳懿萍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公民與社會科 互調 40.6 

159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臺中市） 游敏玲 國立中興高中（南投縣） 輔導科 三角調 40.2 

160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臺中市） 蔣佳琪 國立和美實校(特教部)（彰化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92.0 

161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臺中市） 林居利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資訊科 三角調 70.0 

162 臺中市立霧峰農工（臺中市） 鄭郁文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英文科 三角調 63.2 

163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臺中市） 王嬿婷 國立關西高中（新竹縣） 園藝科 互調 46.7 

164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施淵元 國立溪湖高中（彰化縣） 生物科 三角調 75.8 

165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劉彥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臺中市） 公民與社會科 互調 32.0 

166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臺中市） 張秋蘭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縣） 數學科 三角調 69.8 

167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臺南市） 程奕嘉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歷史科 互調 54.1 

168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高雄市） 陳宜孜 國立臺南二中（臺南市） 美術科 互調 91.1 

169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臺中市） 王婉倩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臺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34.0 

170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鄭榮昌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彰化縣） 資訊科 三角調 32.0 

171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蔡慧蓮 桃園市立龍潭高中（桃園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三角調 49.8 

172 臺中市立臺中高工（臺中市） 陳櫻丹 國立新竹高工（新竹市） 板金科 單調 41.7 

173 臺中市立臺中啟聰（臺中市） 顏欣怡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新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五角調 70.0 

174 臺南市立南寧中學（臺南市） 林順章 國立潮州高中（屏東縣） 地球科學科 單調 100.0 

175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臺南市） 林蔚松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新北市） 國文科 三角調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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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臺北市） 呂淑慧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90.9 

177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臺北市） 王婉如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英文科 三角調 77.0 

178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臺北市） 曾安旎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臺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互調 21.0 

179 臺北市立啟聰（臺北市） 陳建安 國立光復商工（花蓮縣）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互調 67.4 

180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臺北市） 陳逸珊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臺北市）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互調 28.6 

181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臺北市） 張佑丞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桃園市） 英文科 互調 49.0 

182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臺北市） 莊世爵 國立羅東高工（宜蘭縣） 英文科 五角調 54.4 

183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臺北市） 張雅茹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新北市） 國文科 四角調 88.3 

184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臺北市） 張秉正 國立二林工商（彰化縣） 電子科 單調 63.2 

185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臺北市） 吳姿瑩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物理科 五角調 46.4 

186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臺北市） 陳政儒 國立苗栗農工（苗栗縣） 冷凍空調科(電機空調科) 互調 34.2 

187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臺北市） 林邵洋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桃園市） 物理科 三角調 58.0 

188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葉鑫驊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歷史科 互調 71.6 

189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江曉帆 國立彰化高中（彰化縣） 體育科 互調 42.6 

190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蔡雅涵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新北市） 數學科 互調 52.9 

191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臺北市） 逄煥雯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新北市） 國文科 四角調 85.5 

192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含進修部)（高雄市） 楊宗益 國立新豐高中（臺南市） 數學科 互調 58.5 

193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高雄市） 陳俊坊 國立臺南高工（臺南市） 國文科 單調 83.9 

194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高雄市） 徐若華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新竹縣） 英文科 互調 29.3 

195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黃琮煥 國立彰化高商（彰化縣） 數學科 互調 81.3 

19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林進豐 國立臺南高工（臺南市） 電機科 三角調 59.4 

197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高雄市） 李孝順 國立岡山農工（高雄市） 機械科 互調 36.3 

198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高雄市） 黃煌文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新北市） 數學科 五角調 53.4 

199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高雄市） 李品慧 國立臺南高商（臺南市） 英文科 互調 33.9 

200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高雄市） 陳韋錫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新北市） 物理科 五角調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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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許淵翔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新北市） 地球科學科 互調 34.5 

202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邱怡婷 國立臺南女中（臺南市） 美術科 互調 36.6 

203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高雄市） 林裕恆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桃園市） 地理科 互調 37.8 

204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林琬清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臺中市） 英文科 三角調 52.6 

205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江孟儒 國立苗栗高中（苗栗縣） 化學科 互調 34.8 

206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 符永遨 國立臺東女中（臺東縣） 物理科 三角調 53.2 

207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周佳慧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 英文科 五角調 30.0 

208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林姵汝 國立華僑高中（新北市） 國文科 三角調 40.7 

209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施天雯 國立員林高中（彰化縣） 國文科 三角調 53.8 

210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吳仁凱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彰化縣） 物理科 五角調 38.7 

211 新竹縣立湖口高中（新竹縣） 鍾易儒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高雄市） 英文科 互調 53.8 

212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彰化縣） 蔡宜君 國立北港高中（雲林縣） 國文科 互調 57.6 

213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彰化縣） 劉怡靈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高雄市） 物理科 五角調 85.5 

214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彰化縣） 盧宜含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新竹縣） 國文科 三角調 54.1 

215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彰化縣） 許馨予 臺南市立南寧中學（臺南市） 地球科學科 單調 87.0 

216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屏東縣） 謝奕智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高雄市） 數學科 五角調 120.1 

217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屏東縣） 莊政彥 臺中市立豐原高商（臺中市） 輔導科 三角調 50.5 

218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屏東縣） 張仕芳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臺南市） 國文科 三角調 66.5 

219 臺東縣立蘭嶼高中（臺東縣） 許書齊 國立恆春工商（屏東縣） 國文科 單調 42.8 

220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基隆市） 楊庭郁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縣） 國文科 單調 36.6 

221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新竹市） 楊秀榆 國立竹南高中（苗栗縣） 英文科 互調 72.4 

222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新竹市） 李炳翰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新北市） 國文科 五角調 57.9 

223 國防所屬中正預校（高雄市） 柯雅瓊 國立鳳山高中（高雄市） 輔導科 互調 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