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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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琹 中高等 36 古○純 中等 71 伍○俞 初等 106 許○慧 初等

2 林○瑄 中等 37 李○萱 中等 72 陳○瑜 初等 107 范○蓁 初等

3 劉○彤 中等 38 江○璇 中等 73 陳○元 初等 108 徐○辰 初等

4 陳○懿 中等 39 王○文 初等 74 周○萱 初等 109 吳○喬 初等

5 張○瑄 初等 40 黃○雯 中等 75 林○庭 中等 110 吳○儒 初等

6 林○如 中等 41 高○詠 初等 76 邱○婷 中等 111 趙○涵 初等

7 劉○妤 初等 42 何○妍 中等 77 林○羚 中等 112 趙○佳 初等

8 秦○玟 中等 43 陳○怡 中等 78 張○晴 中等 113 陳○融 初等

9 蔡○純 中等 44 呂○澄 初等 79 林○汝 中等 114 陳○妘 中等

10 洪○儀 中等 45 蔣○蓉 中等 80 呂○絜 中等 115 顧○凌 初等

11 李○緰 中等 46 范○華 初等 81 孫○彤 中等 116 楊○靚 中等

12 翁○旋 中等 47 樂○康 中高等 82 廖○瑄 初等 117 楊○瑩 中等

13 彭○億 初等 48 林○涵 初等 83 吳○蓁 初等 118 吳○文 初等

14 曹○安 中等 49 施○璇 初等 84 宋○若涵 中等 119 邱○淇 中等

15 蔡○妍 初等 50 黃○暄 初等 85 王○云 初等 120 陳○宣 中等

16 趙○均 中等 51 張○芸 初等 86 黃○蓮 初等 121 葉○妤 中等

17 高○庭 中高等 52 劉○諠 初等 87 楊○ 中等 122 陳○婕 中等

18 吳○萱 中等 53 張○棠 初等 88 謝○真 中等 123 謝○薰 初等

19 李○璇 初等 54 巫○萱 初等 89 黃○瑜 初等 124 白○妤 初等

20 林○晴 初等 55 何○臻 初等 90 褚○均 中等 125 彭○慈 初等

21 梁○綾 初等 56 闕○瑋 初等 91 潘○妘 初等 126 吳○潔 中等

22 劉○芳 初等 57 許○甄 初等 92 楊○柔 初等

23 曾○雯 初等 58 柯○靜 中等 93 陳○蓁 中等

24 簡○璇 初等 59 邱○棠 中等 94 黃○旼 初等

25 賴○潔 初等 60 袁○蔓 初等 95 莊○茵 初等

26 陳○涵 初等 61 翁○芸 初等 96 莊○晴 初等

27 賴○伶 初等 62 曾○育 初等 97 黃○堯 中高等

28 羅○婷 初等 63 廖○妤 初等 98 呂○儀 中等

29 鄭○薰 初等 64 劉○琦 初等 99 徐○晴 中等

30 林○琳 初等 65 劉○瞳 中等 100 羅○岑 中等

31 曾○安 初等 66 張○婷 中等 101 蘇○珺 中等

32 蔡○彣 中等 67 蔡○妡 初等 102 滕○妤 初等

33 嚴○綺 中等 68 王○華 初等 103 莊○晴 初等

34 王○茜 中等 69 范○慧 初等 104 江○臻 初等

35 黃○鈞 初等 70 鄭○汝 中等 105 林○愉 中等

110年中文能力測驗(下午場)

報到時間12:30分 A701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