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學期「國中」成績優良名冊

編號 學校 姓名 分數
1 左營區左營國中 葉○米 錄取

2 甲仙區甲仙國中 陳○婷 錄取

3 苓雅區道明中學 杜○辰 錄取

4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田○恩 錄取

5 楠梓區翠屏國中小(國小) 張○維 錄取

6 大樹區大樹國中 湯○曄 錄取

7 路竹區一甲國中 蔡○璇 錄取

8 鳳山區鳳西國中 潘○媄 錄取

9 三民區陽明國中 盧○羚 錄取

10 茂林區茂林國中 歐○脩 錄取

11 岡山區前峰國中 張○瑄 錄取

12 三民區正興國中 張○秦 錄取

13 桃源區桃源國中 黃○涵 錄取

14 左營區龍華國中 余○錡 錄取

15 苓雅區五福國中 潘○昕 錄取

16 大樹區普門中學國中部 郭○儒 錄取

17 大樹區大樹國中 湯○妍 錄取

18 三民區正興國中 嚴○恩 錄取

19 三民區民族國中 潘○芸 錄取

20 左營區立德國中 高○蕾 錄取

21 旗山區旗山國中 賴○勳 錄取

22 大社區大社國中 蔣○秝 錄取

23 苓雅區道明中學 康○庭 錄取

24 三民區正興國中 楊○馨 錄取

25 三民區陽明國中 劉○穎 錄取

26 鳳山區鳳西國中 何○欣 錄取

27 大樹區普門中學國中部 潘○玥 錄取

28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鄭○皓 錄取

29 左營區大義國中 林○恩 錄取

30 鳳山區鳳山國中 孫○ 錄取

31 鳳山區福誠高中(國中) 温○綺 錄取

32 桃源區桃源國中 謝○帆 錄取

33 鳳山區鳳甲國中 高○鈞 錄取

34 鳳山區鳳西國中 高○欣 錄取

35 楠梓區後勁國中 何○翰 錄取

36 左營區左營國中 潘○彤 錄取

37 大寮區大寮國中 趙○ 錄取

38 茂林區茂林國中 許○婕 錄取

39 前鎮區興仁國中 尤○樺 錄取

40 鳳山區鳳西國中 胡○佑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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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美濃區美濃國中 李○佳蓉 錄取

42 鳥松區鳥松國中 陳○淇 錄取

43 楠梓區後勁國中 戴○昀 錄取

44 楠梓區國昌國中 江○芯 錄取

45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曾○捷 錄取

46 大寮區大寮國中 林○樂 錄取

47 桃源區桃源國中 謝○東 錄取

48 旗山區旗山國中 林○妍希 錄取

49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國中) 李○霖 錄取

50 彌陀區彌陀國中 張○政霆 錄取

51 楠梓區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國中) 劉○合 錄取

52 六龜區六龜高中(國中) 謝○安 錄取

53 鳳山區福誠高中(國中) 陳○育安 錄取

54 楠梓區右昌國中 簡○穎 錄取

55 桃源區桃源國中 莎○.伊斯里段 錄取

56 楠梓區國昌國中 潘○蓁 錄取

57 三民區正興國中 温○捷 錄取

58 左營區左營國中 潘○安 錄取

59 楠梓區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國中) 白○言 錄取

60 桃源區桃源國中 林○芯 錄取

61 鳳山區鳳甲國中 高○唲 錄取

62 三民區正興國中 魏○妮 錄取

63 茂林區茂林國中 魏○昕 錄取

64 大寮區中庄國中 鄭○璿 錄取

65 鳳山區鳳西國中 葉○鋐 錄取

66 茂林區茂林國中 田○瑜 錄取

67 桃源區桃源國中 高○慧 錄取

68 阿蓮區阿蓮國中 王○雯 錄取

69 鳳山區青年國中 簡○佳 錄取

70 鳳山區福誠高中(國中) 邱○謙 錄取

71 大寮區中庄國中 胡○廷 錄取

72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潘○宥 錄取

73 楠梓區右昌國中 柯○菁 錄取

74 左營區左營國中 陳○玄 錄取

75 桃源區桃源國中 李○恩 錄取

76 彌陀區彌陀國中 潘○柏恩 錄取

77 小港區高餐大附中(國中) 林○璇 錄取

78 左營區大義國中 陳○ 錄取

79 苓雅區五福國中 潘○菲 錄取

80 桃源區桃源國中 謝○貞 錄取

2/6



 110-1學期「國中」成績優良名冊

81 旗山區旗山國中 張○媛 錄取

82 新興區新興高中(國中) 艾○麗‧芙厄阿 錄取

83 三民區陽明國中 阮○芮 錄取

84 桃源區桃源國中 柯○穎 錄取

85 苓雅區五福國中 黃○睿 錄取

86 前鎮區興仁國中 林○ 錄取

87 桃源區桃源國中 王○樂 錄取

88 大寮區大寮國中 阮○恩 錄取

89 前鎮區光華國中 邱○恩 錄取

90 岡山區前峰國中 謝○廷 錄取

91 小港區小港國中 林○妍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2 小港區小港國中 呂○榛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3 前鎮區瑞祥高中 蔣○恩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4 苓雅區苓雅國中 潘○臻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5 岡山區嘉興國中 温○慧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6 前鎮區光華國中 阮○家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7 楠梓區楠梓國中 王○璿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8 鼓山區明華國中 林○馨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99 前鎮區瑞祥高中 田○元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0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孫○心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1 小港區中山國中 曹○恩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2 楠梓區楠梓國中 林○盈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3 小港區小港國中 呂○芯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4 左營區福山國中 李○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5 苓雅區苓雅國中 謝○亞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6 左營區福山國中 潘○昕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7 岡山區嘉興國中 温○妤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8 小港區小港國中 呂○安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09 楠梓區楠梓國中 藍○柔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0 小港區小港國中 王○涵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1 小港區小港國中 席○閑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2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林○辰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3 小港區中山國中 陳○晴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4 小港區小港國中 阮○寍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5 小港區小港國中 洪○碩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6 左營區龍華國中 鍾○穎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7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翁○如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8 前鎮區光華國中 葉○怡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19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李○期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0 楠梓區楠梓國中 謝○哲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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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李○翰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2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顏○哲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3 左營區龍華國中 謝○恩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4 楠梓區國昌國中 田○洋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5 左營區福山國中 郭○誠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6 鼓山區明華國中 洪○呈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7 左營區福山國中 何○萱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8 楠梓區楠梓國中 謝○蔚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29 左營區龍華國中 王○睿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0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溫○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1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盧○萱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2 小港區小港國中 張○桀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3 楠梓區楠梓國中 連○程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4 苓雅區苓雅國中 陳○琪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5 三民區三民國中 阮○恩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6 三民區鼎金國中 楊○蓁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7 小港區中山國中 高○姿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8 前鎮區光華國中 林○恆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39 小港區小港國中 李○郡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0 左營區福山國中 符○翔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1 小港區明義國中 鍾○欣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2 鼓山區七賢國中 林○寧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3 前鎮區瑞豐國中 陳○鈞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4 小港區中山國中 鄭○喬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5 楠梓區楠梓國中 朱○芹 已錄取國教署獎學金

146 苓雅區中正高中(國中) 全○欣 未錄取

147 鳳山區鳳山國中 陳○洋 未錄取

148 鳳山區鳳甲國中 林○旻 未錄取

149 旗山區旗山國中 孔○萱 未錄取

150 楠梓區後勁國中 周○彥 未錄取

151 小港區明義國中 林○畇 未錄取

152 大寮區大寮國中 林○菱 未錄取

153 岡山區前峰國中 陳○慈 未錄取

154 鳳山區鳳山國中 江○庭宇 未錄取

155 大寮區大寮國中 顏○欣 未錄取

156 鳳山區鳳山國中 榮○筑 未錄取

157 旗山區旗山國中 盧○亞 未錄取

158 六龜區寶來國中 謝○芯 未錄取

159 左營區文府國中 方○采希 未錄取

160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李○珧 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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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鳳山區鳳山國中 潘○諭 未錄取

162 小港區中山國中 林○恩 未錄取

163 旗山區旗山國中 陳○宥 未錄取

164 六龜區寶來國中 高○妘 未錄取

165 苓雅區五福國中 裴○予 未錄取

166 鳳山區鳳山國中 張○筑 未錄取

167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張○芯 未錄取

168 燕巢區燕巢國中 吳○柔 未錄取

169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曾○珍 未錄取

170 鳳山區鳳翔國中 徐○銨 未錄取

171 六龜區寶來國中 江○晴 未錄取

172 左營區左營國中 羅○楷 未錄取

173 大寮區大寮國中 龔○佳 未錄取

174 六龜區六龜高中(國中) 陳○冠穎 未錄取

175 茂林區茂林國中 魏○君 未錄取

176 三民區民族國中 邱○熙 未錄取

177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翁○安 未錄取

178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李○珊 未錄取

179 大寮區潮寮國中 王○湉 未錄取

180 岡山區岡山國中 施○鈞 未錄取

181 六龜區寶來國中 林○誼 未錄取

182 杉林區杉林國中 吳○鋐 未錄取

183 岡山區岡山國中 許○浩 未錄取

184 茂林區茂林國中 賴○秦 未錄取

185 大樹區大樹國中 高○臻 未錄取

186 桃源區桃源國中 池○蓉 未錄取

187 楠梓區楠梓國中 陳○縯 未錄取

188 仁武區仁武高中 吳○橋 未錄取

189 大樹區溪埔國中 林○庭 未錄取

190 小港區小港國中 吳○綺 未錄取

191 小港區高餐大附中(國中) 朱○正君 未錄取

192 杉林區杉林國中 林○恩 未錄取

193 桃源區桃源國中 高○祐 未錄取

194 小港區小港國中 何○媛 未錄取

195 苓雅區中正高中(國中) 孫○蘋 未錄取

196 桃源區桃源國中 王○ 未錄取

197 三民區正興國中 許○綸 未錄取

198 小港區小港國中 王○霏 未錄取

199 湖內區湖內國中 黃○禾 未錄取

200 鳳山區鳳山國中 潘○凱 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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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三民區陽明國中 陳○瑾 未錄取

202 旗山區旗山國中 馬○ 未錄取

203 六龜區寶來國中 夏○宇 未錄取

204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翁○子 未錄取

205 前鎮區瑞祥高中 田○妤 未錄取

206 桃源區桃源國中 司○君 未錄取

207 小港區中山國中 柯○柔 未錄取

208 六龜區寶來國中 林○蕍 未錄取

209 桃源區桃源國中 陳○棻 未錄取

210 左營區福山國中 童○宸 未錄取

211 桃源區桃源國中 李○慧 未錄取

212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胡○凜軒 未錄取

213 左營區龍華國中 何○萱 未錄取

214 旗山區旗山國中 余○錚 未錄取

215 苓雅區五福國中 莊○ 未錄取

216 桃源區桃源國中 潘○妤 未錄取

217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胡○杰廷 未錄取

218 前金區前金國中 楊○丞 未錄取

219 鼓山區明華國中 林○綺 未錄取

220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 林○均 未錄取

221 路竹區一甲國中 張○憲 未錄取

222 六龜區寶來國中 葉○皓 未錄取

223 前金區前金國中 王○翰 未錄取

224 楠梓區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國中) 許○群 未錄取

225 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高○ 未錄取

226 旗山區旗山國中 馬○ 未錄取

227 前鎮區獅甲國中 梁○綸 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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