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仁 邱○宸 國立實驗高中 普通科 

9仁 鄭○佑 國立實驗高中 普通科 

9仁 陳○丞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劉○幃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賴○語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禮 楊○竣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張○文 國立竹北高中 普通科 

9仁 鄧○誠 國立竹北高中 普通科 

9仁 鄭○琮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普通科 

9仁 許○宇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普通科 

9仁 陳○先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普通科 

9仁 黃○綸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普通科 

9仁 范○銨 國立竹東高中 普通科 

9仁 楊○絜 國立竹東高中 普通科 

9仁 楊○婷 國立竹東高中 普通科 

9仁 戴○旭 國立新竹高工 機械科 

9仁 李○葶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美術工藝科 

9禮 吳○謙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資料處理科 

9仁 林○修 國立竹南高中 化工科 

9禮 吳○鎬 國立竹南高中 化工科 
  



 
 
 
 

9仁 柯○庭 國立關西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柳○喬 國立關西高中 食品加工科 

9禮 潘○婕 國立關西高中 畜產保健科 

9仁 林○安 國立關西高中 園藝科 

9仁 楊○勳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普通科 

9義 張○熏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普通科 

9義 林○葳 私立義民高中 資料處理科 

9仁 彭○赫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官○羽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陳○寧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楊○皓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禮 楊○銨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仁 賴○澄 私立內思高工 資訊科 

9義 陳○宇 私立內思高工 資訊科 

9義 張○荃 私立內思高工 電機科 

9禮 顏○譯 仁德醫護專科學校 復健科 

9義 官○君 新生醫護專科學校 口腔衛生學科 

9仁 羅○晨 新生醫護專科學校 護理科 

9義 李○烜 新生醫護專科學校 護理科 

9禮 邱○睿 新生醫護專科學校 護理科 

9仁 黃○瑀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科 
  



 
 
 
 

9仁 陳○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鄭○中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彭○群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謝○穎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吳○俞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許○翔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鄭○廷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張○崴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梁○宇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蔡○興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羅○慶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何○瑄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范○忞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陳○庭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彭○耘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曾○宇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劉○芹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王○人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余○崧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范○○岑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范○昕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彭○瑋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劉○哲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鍾○宏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劉○綸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禮 陳○佳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義 范○玓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科 

9禮 利○葦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科 

9仁 陳○宇 私立光復高中 資訊科 

9仁 王○羲 私立光復高中 電機科 
  



 
 
 

9義 林○純 私立光復高中 時尚造型科 

9義 蔡○喬 私立光復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9義 蔡○宥 私立光復高中 室內設計科 

9禮 陳○芯 私立光復高中 時尚造型科 

9義 曾○恩 私立光復高中 資料處理科 

9禮 應○庭 私立光復高中 資料處理科 

9禮 魏○皓 私立光復高中 資料處理科 

9義 楊○庭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岳○愉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黃○宸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鄧○庭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呂○奎 私立光復高中 汽車科 

9禮 周○宏 私立光復高中 汽車科 

9禮 范○程 私立光復高中 汽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