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等級 編號 姓名 等級 編號 姓名 等級 編號 姓名 等級

1 劉○蓁 初等 36 蔡○綺 中等 71 吳○儀 中等 106 蕭○馨 中高等

2 賴○云 初等 37 溫○琦 中等 72 莊○嫺 中等 107 許○綾 初等

3 彭○馨 初等 38 陳○屏 中等 73 施○晴 中等 108 吳○珺 中等

4 劉○妤 初等 39 劉○甯 中等 74 周○真 初等 109 林○嫺 初等

5 羅○依 初等 40 江○頤 中等 75 莊○瑈 初等 110 何○君 中等

6 高○宜 中高等 41 湯○婷 中等 76 鄭○羽 初等 111 黃○綸 中等

7 林○娟 中等 42 魏○柔 中等 77 葉○妤 初等 112 陳○晴 初等

8 周○晅 中高等 43 盧○帆 初等 78 陳○蓉 中等 113 張○昀 初等

9 沈○恩 中高等 44 徐○瑄 初等 79 紀○晴 中等 114 洪○丞 中等

10 呂○彤 中等 45 羅○妤 初等 80 來○貞 中等 115 詹○桓 中等

11 郭○綺 初等 46 鍾○珊 中等 81 陳○欣 初等 116 梁○寧 初等

12 蘇○怡 中等 47 謝○歆 中等 82 卓○蓁 初等 117 吳○赫 中等

13 黃○葳 初等 48 吳○萱 初等 83 許○菱 中高等 118 劉○母耳 中高等

14 許○婷 中等 49 許○婷 中高等 84 許○云 中等 119 黃○羽 初等

15 陳○臻 高等 50 王○涵 中等 85 李○穎 中等 120 彭○蓁 中高等

16 張○綾 中等 51 陳○恩 初等 86 高○柔 中等 121 鄧○錩 初等

17 陳○琦 初等 52 彭○姍 初等 87 林○婷 中等 122 郭○廷 中等

18 鄧○均 中等 53 黃○儀 初等 88 楊○鈺 中高等 123 邱○涵 中等

19 周○慈 中等 54 陳○希 初等 89 湯○穎 中等 124 林○瑄 中等

20 葉○妤 中等 55 廖○凱 初等 90 石○如 中等 125 莊○萱 中高等

21 羅○菁 中等 56 曾○瑄 中等 91 段○誼 中等 126 朱○智 中高等

22 孫○真 中等 57 林○盈 中等 92 柳○伍 中等 127 李○璇 中等

23 張○璐 中等 58 陳○璂 中等 93 鍾○焌 初等

24 廖○韋 中等 59 劉○瑀 中等 94 潘○羽 初等

25 陳○妤 初等 60 陳○信 初等 95 張○慈 初等

26 喬○ 中等 61 黃○芯 初等 96 張○彤 初等

27 邱○琳 中等 62 林○均 中高等 97 廖○恩 初等

28 宋○萱 中等 63 謝○婷 中高等 98 李○ 中等

29 黃○婷 初等 64 彭○芯 中等 99 林○ 中等

30 張○瑜 中高等 65 李○希 中等 100 洪○諠 初等

31 劉○伶 中等 66 戴○芳 初等 101 林○書 初等

32 張○苓 中等 67 林○希 初等 102 吳○禕 中等

33 黃○如 中等 68 顏○儀 初等 103 蔡○欣 中等

34 盧○如 中等 69 曾○文 中等 104 洪○欣 初等

35 吳○琪 中等 70 鄭○雯 初等 105 温○婷 中等

110年中文能力測驗(上午場)

報到時間09:30分 A701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