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二、三年級組群聯招學系】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之名單 

 

主  旨：公告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二、三年級組群聯招學系】達到最低

分發標準之名單及辦理登記分發事項。 

 

依  據：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一、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二、三年級組群聯招學系】計有975名

已達最低分發標準，業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名單公告如後。 

二、凡成績已達到最低分發標準且被通知到校參加登記者(如下表所列)，應於109

年8月4日(星期二)上午依各梯次登記分發通知單報到時間，持登記分發通知單

及身分證件正本至本校忠勤樓辦理登記分發，並按總成績高低名次排序聽候

唱名及選擇就讀學系，直到各系招生名額額滿為止，即停止登記分發作業。未

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登記分發資格論。 

二年級組群 三年級組群 

(一)組群 1~190名 

(二)組群 1-125名 

(三)組群 1-50名 

(四)組群 1-32名 

(五)組群 1-25名 

(六)組群 1-75名 

(七)組群 1-28名 

(八)組群 1-23名 

(九)組群 1-29名 

(十)組群 1-26名 

 

三、考生完成登記分發選定就讀學系後，隨即領取錄取暨報到註冊通知單、學雜費

繳費單及報到註冊程序單等相關資料，並應於109年8月4日（星期二）當天繳

交學雜費，攜帶學歷證件正本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國民

身分證等，親自到本校育樂館辦理驗證及完成報到註冊手續，同時繳交學歷證

件影本、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四、報到註冊當天，若尚未取得學歷證件者，請先填具「切結書」，並於規定期間

內補繳即可；凡逾期未報到註冊或未補繳學歷證件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考生不得異議。 

五、持境外學歷之錄取生應於報到註冊時，依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

規定繳交下列文件: 

 (1)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 

 (2)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正本(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訖期間)，

但報考人如係為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本項資料。 

六、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取消其錄取資格。 

七、凡成績雖達可分發最低標準但當天未被通知到校參加登記之考生，將俟各組

群聯招學系報到註冊後之缺額，再按總成績高低名次排序，個別電話通知遞

補。 

八、以上達到最低分發標準之考生均於7月24日(星期五)以限時專送寄發通知，5日

內未接獲通知者，請向本校招生行政組查詢﹙洽詢電話：04-24517250轉2181-

7分機﹚。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蔡○霖2101511

謝○仁2100822

陳○珉2102913

陳○穎2102844

林○葆2101815

李○祐2101046

張○睿2102637

林○鴻2101478

賴○瑜2100809

何○程21014410

林○毅21015411

廖○湄21012312

林○昇21012713

謝○恩21011414

李○安21003015

甘○瑋21003716

陳○璇21026417

楊○妮21022118

施○鴻21001719

柯○旻21000720

林○翰21028221

鐘○原21021722

侯○廷21001623

李○為21001024

胡○鐘21026225

黃○翰21015726

王○新21025327

黃○威21002628

黃○皓21000529

王○昕21014830

王○瀚21006331

柯○妤21003532

吳○汶21006033

許○暘21007234

王○岳21024135

蘇○勛21007936

黃○恩21011837

許○祐21025238

林○呈21009639

張○銓21012539

陳○璋21009741

邱○翔21012242

洪○舜21019543

曾○瑋21007144

黃○任21021445

夏○洋21029246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陳○中21010347

汲○炫21002248

黃○恩21025549

曹○倫21004450

黄○霈21016451

廖○傑21006852

陳○宏21028153

林○杰21010954

賴○21002855

吳○辰21028656

吳○怡21023357

楊○洋21028058

廖○廷21012159

林○翔21013160

彭○君21022361

潘○丞21019862

符○甡21010063

呂○瑋21009264

王○茜21015065

蔡○伃21022566

葉○旭21028567

魏○晴21018968

江○恒21004069

謝○聰21027970

姚○宏21027471

林○辰21002172

高○程21005473

賴○任21023274

劉○良21020575

姜○成21001976

程○維21017977

吳○萱21005778

古○晏21011979

程○揚21010180

楊○閎21019981

廖○鈞21027182

林○○威21003883

邱○皓21006984

徐○禎21002585

任○振21014586

吳○霖21014987

林○碩21005388

陳○宏21005589

張○銘21015390

林○菁21006591

莊○生21019692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詹○孟21012693

洪○佑21011794

宋○賢21002995

洪○佑21007096

簡○暘21012497

王○翔21018098

張○逢21002099

李○哲210224100

何○忠210273101

黃○霖210089102

許○豪210210103

蔡○翰210095104

李○蓁210018105

楊○皓210208106

何○翔210258107

劉○雨210051108

許○紓210107109

楊○緻210259110

江○安210166111

吳○哲210266112

石○傑210160113

張○沛210110114

董○綾210078115

黃○昱210099116

盧○升210081117

黃○綸210011118

王○輝210278119

涂○鈞210182120

杭○盛210289121

黃○慈210159122

許○亞210188123

薛○如210135124

陳○亘210227125

楊○兆210066126

趙○騏210102127

馬○瀚210108128

李○安210220129

朱○宇210257130

蔣○哲210215131

王○皓210168132

黃○哲210203133

高○翔210290134

林○傑210088135

胡○敬210277136

劉○旻210076137

許○凌210222138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邵○仁210034139

柯○傑210244140

劉○鑫210245141

陳○暘210254142

陳○頡210032143

趙○啟210265144

詹○賢210209145

李○琪210211146

王○皓210064147

莊○筠210165148

沈○容210130149

黃○倫210193150

黃○祥210112151

吳○諭210046152

吳○昕210288153

黃○薰210001154

謝○鈺210239155

蔡○憲210287156

江○霆210052157

蔡○祥210229158

林○嘉210176159

劉○均210190160

蔡○丞210056161

楊○皓210106162

周○恩210067163

羅○貽210132164

蔡○正210085165

陳○廷210043166

匡○彤210050167

魏○鈞210087168

鄭○方210003169

楊○敬210152170

温○誠210012171

楊○維210191172

許○榮210251172

蘇○雅210240174

楊○霖210075175

蘇○綸210206175

周○冠210212177

李○珊210261178

李○憲210169179

葉○均210041180

魏○筠210248181

曾○豪210231182

廖○豪210129183

蘇○維210013184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翁○霖210201185

陸○彤210260186

林○均210293187

林○宇210269188

王○彬210049189

李○翊210177189

陳○210228191

陳○佑210283192

董○熹210058193

楊○荃210136194

辛○儀210204195

林○旂210073196

張○齊210156197

謝○彰210008198

郭○俊210142199

吳○澄210074200

林○慶210141201

許○浩210042202

侯○羽210090203

何○雅210039204

王○廷210213205

陳○廷210178206

古○宜210234207

王○賢210084208

賴○杰210006209

吳○翔210023210

劉○瑋210171211

洪○勝210238212

陳○錦210048213

吳○霖210146214

彭○紳210230215

王○瑞210246215

張○源210031217

王○鈺210015218

林○賓210116219

劉○210143219

劉○祺210083221

鄭○晉210247222

陳○銘210113223

黃○博210173224

蔡○辰210062225

黃○裕210094225

許○豪210194227

陳○奎210275228

遲○210002229

林○睿210128229



二年級(一)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4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林○緯210187231

謝○翰210120232

沈○210216232

廖○翔210036234

陳○恩210111234

鄭○翔210138234

鄭○展210186234

李○祐210242234

賴○祥210207239

揭○岱210268240

李○予210077241

李○洪210105241

杜○諭210158241

黃○瑋210175244

林○宸210236245

白○哲210161246

李○益210045247

蔡○佑210009248

賴○羽210155248

廖○謙210276248

謝○紓210243251

范○瑜210162252

曾○倫210183252

林○宇210137254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卓○霖2200441

李○2200182

黃○瑋2201773

林○辰2200434

張○萱2200905

陳○允2203846

楊○芸2200897

楊○2200478

賀○騏2202769

盧○琪22013210

陳○盛22024011

陳○郁22005312

呂○娟22035213

顏○真22024514

張○茜22005815

郭○瑜22009516

陳○珊22004217

陳○欣22009218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余○佳22013719

卓○亦22013320

林○聿22021221

陶○晴22000522

賴○佑22014623

陳○橋22020824

謝○怡22015725

陳○沛22027826

林○慈22000627

陳○旻22020028

蒲○元22030829

陳○媛22006530

傅○軒22005731

黃○瑋22026332

邱○育22033933

陳○彤22002534

李○婕22021335

劉○晴22034336

曾○儒22026737

葉○鈺22024638

陳○22003439

林○汝22006940

張○翔22029141

柳○瑄22038542

徐○橙22040543

卓○綺22001944

郭○誠22010545

張○瑄22004146

許○瑋22016547

梁○君22008548

蔡○心22026249

張○○瑨22008150

莊○祁22026451

林○凱22009752

楊○于22019453

葉○妤22028754

黃○鈴22001555

李○民22023156

葉○慶22009657

鄭○紋22015958

連○萱22007559

劉○宇22002060

吳○蓁22028161

楊○蓉22002962

黃○瑄22011663

董○妤22001264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曾○瑜22032765

彭○諭22028966

張○映22026567

莊○綺22022368

許○雯22038769

林○翔22021070

胡○彩22032871

黃○慈22010372

陳○妤22036673

陳○任22036874

李○22012075

葛○均22002476

謝○宇22040477

柳○維22000378

黃○逸22003279

徐○22039080

楊○瑀22028481

吳○雯22027982

梁○睿22015683

康○銘22018784

葉○綾22020985

陳○嘉22028386

潘○儒22016487

黃○芳22014888

羅○榕22032189

丘○如22025590

張○寧22029591

簡○玫22001792

陳○彤22028093

黃○笙22005994

蘇○倩22023995

鍾○文22019696

鄭○濂22029997

孫○柔22031798

施○諠22020599

廖○妤220260100

黃○婕220222101

王○葦220040102

洪○愉220275103

簡○均220183104

丁○翔220117105

王○承220112106

孫○庭220125107

童○鈞220361108

蘇○如220293109

葉○沅220166110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林○鴻220126111

黃○豪220193112

李○嬋220398113

吳○愷220389114

謝○恩220026115

郭○妤220395116

謝○傑220356117

林○檣220186118

黃○容220334119

李○玉220004120

陳○杰220238121

黃○綺220001122

賴○祐220259123

陳○容220391124

陳○樸220139125

顏○柔220123126

林○蓉220189127

林○廷220099128

盧○源220141129

廖○佳220072130

陳○妤220066131

王○婕220080132

尹○翔220310133

王○勛220153134

陳○嘉220303135

王○景220379136

黃○馨220160137

楊○妤220272138

陳○漢220172139

王○旭220218140

邱○筑220038141

吳○瑜220063142

黃○溥220306143

田○蕾220054144

陳○晴220315145

周○誼220022146

翁○淳220107147

廖○凱220406148

黃○晴220052149

黃○瑄220134150

林○蓉220340151

吳○如220027152

陳○喻220140153

高○婷220037154

林○均220071155

張○瑜220184156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謝○如220313157

劉○佑220108158

陳○臻220077159

鄭○瑜220323160

陳○鈞220337161

賴○岳220039162

林○薇220009163

蔡○翰220397164

楊○騰220142165

王○紅220074166

許○云220250167

廖○錡220234168

杜○穎220014169

陳○呈220277170

陳○曜220363171

戴○柔220261172

呂○民220101173

林○安220179174

趙○仲220083175

陳○宇220176175

張○倢220344175

張○福220229178

洪○恩220230179

葉○瑄220362180

陳○憲220128181

陳○稘220367182

蔡○瑄220307183

黃○睿220353184

陳○丞220100185

郭○沛220219186

陳○宇220150187

莊○茜220346188

粘○筑220051189

黃○婷220013190

姚○鈞220031190

廖○晴220064192

吳○期220331192

余○芩220091194

蘇○瑜220216195

許○毓220251195

張○傑220349197

蔡○蓁220393197

劉○胤220324199

黃○智220119200

楊○珊220236201

魏○誠220378202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王○慈220257203

陳○臻220237204

李○翰220228205

顏○安220347206

鄭○澤220121207

陳○恩220297208

彭○元220224209

彭○皓220110210

林○瑩220325211

林○妤220168212

蘇○淇220364213

陳○絴220286214

劉○瑄220202215

彭○鈞220111216

林○駒220131217

李○翰220302218

張○惠220079219

李○瑜220191220

羅○綺220023221

蘇○安220056222

林○芯220319222

余○潔220256224

邱○鈴220329225

田○平220067226

蔡○頤220078227

王○淯220180228

洪○硯220008229

簡○瑜220403229

陳○沛220298231

王○燿220152232

賴○竹220169232

李○愷220167234

康○豪220088235

黃○勛220199236

蔡○安220086237

李○緯220033238

李○亦220098239

程○遠220271240

陳○翰220173241

陳○達220359242

陳○綺220011243

賴○君220345243

黃○芸220087245

陳○昱220181245

陳○君220192247

蘇○云220174248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王○真220203249

賴○蓁220372250

何○忠220309251

林○證220049252

周○雯220070252

呂○蓉220178252

張○誠220314255

明○仙220147256

陳○雯220162257

劉○君220204257

陳○涵220190259

賴○倫220068260

江○妘220338260

王○丞220226262

楊○容220305263

林○廷220394264

陳○彤220409265

江○諺220154266

李○昀220198267

陳○叡220350267

朱○甫220360269

楊○萱220232270

吳○諭220060271

曾○銘220270272

莊○茹220061273

蔡○麗220318274

沈○澄220197275

馮○璇220221276

楊○蓉220312277

陳○丞220402277

劉○甄220371279

簡○槇220214280

吳○麒220048281

余○平220333282

王○紳220124283

施○華220050284

李○哲220396285

許○涵220136286

劉○嘉220135287

林○樺220207288

王○雅220301289

黃○儀220244290

黃○諺220220291

林○汝220370292

許○翔220082293

李○宜220030294



二年級(二)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307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呂○倍220320295

孫○宏220341296

張○瑄220175297

王○智220143298

汪○倫220248298

陳○芯220373300

張○寧220399301

曹○珮220316302

賴○彤220330303

陳○榮220401304

許○晴220076305

葉○語220369305

何○葳220102307

二年級(三)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131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曾○嘉2301511

張○瑋2300082

賴○丞2301423

黃○瑾2300124

温○誠2300105

劉○旻2300456

李○龍2301417

吳○興2300178

劉○陞2301309

徐○竑23008810

賴○瑜23005311

陳○璋23006412

陳○豪23000213

傅○仁23016014

黃○澐23009315

梁○遠23015816

白○均23000717

盧○23004618

伍○維23009519

王○宇23013320

田○均23012921

梁○嘉23000522

吳○翰23002623

張○睿23014524

李○洲23002125

吳○辰23016626

甘○瑋23002727

王○賢23010228

廖○傑23003829



二年級(三)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131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黃○賢23004430

江○安23010531

蔡○晴23012332

楊○陞23001933

陳○凱23005134

王○棋23006335

吳○紘23007136

楊○澤23010637

林○陽23007838

謝○鈺23013439

張○津23013540

曾○瑋23003941

盧○彥23005942

潘○丞23011643

王○23001544

鄒○修23003145

吳○達23014846

廖○莧23007547

賴○均23011448

姚○誠23012049

洪○新23004850

吳○霖23010051

朱○宇23014052

林○澔23002053

侯○廷23001354

蔡○辰23003555

陳○元23012256

黃○憲23013657

徐○婷23014758

林○全23003459

盧○升23005460

李○鳴23007961

劉○浚23011962

陳○宏23016263

林○廷23015464

凌○捷23006565

林○翔23008666

吳○祺23002467

施○荷23008168

張○碩23007769

王○穎23016370

鍾○濬23000371

許○豪23006272

黃○智23009673

彭○君23012874

吳○原23012675



二年級(三)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131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張○恩23003376

林○傑23005676

陳○合23011576

王○凱23000979

徐○鎧23002379

黃○育23010179

徐○禎23001882

孫○翔23007382

楊○皓23009782

鄭○方23000485

李○廷23009485

張○銘23009885

郭○霆23004788

李○銘23013788

洪○恩23014988

劉○佑23004091

洪○佑23007491

黃○嘉23002893

盧○樺23000194

陳○揚23003294

黃○勳23007696

陳○昇23004997

曹○倫23008797

廖○豪23009197

江○毅23015597

陳○銘230070101

陳○喬230082101

何○程230092101

施○真230108101

邱○洋230118101

何○群230144101

吳○穎230084107

姜○230089107

吳○翰230083109

邵○仁230022110

賴○瑋230014111

羅○懋230066111

蔡○憲230167111

陳○昇230132114

唐○瀚230037115

張○愷230085115

鄭○恩230124115

周○廷230164115

曾○誌230041119

曾○瀧230058119

戴○旻230103119



二年級(三)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131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魏○筠230138122

陳○丞230055123

李○安230127123

趙○啟230146123

楊○皓230067126

張○沛230068126

黃○廷230113126

姚○宏230156126

陳○承230104130

胡○敬230168130

二年級(四)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6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黃○瑄2400251

何○翔2400882

陳○鈞2400753

任○玄2400324

陳○誼2400335

黃○文2400316

陳○庭2400137

吳○澐2400458

陳○璇2400149

曾○婷24007410

蔡○蓁24005311

陳○宇24006312

陳○潔24008013

黃○笙24001114

賴○睿24005015

林○翔24004616

莊○鉦24009417

余○珮24005518

林○靜24001719

呂○洋24005920

殷○晴24008121

蔡○宏24000922

林○樺24004323

李○儒24007124

易○24003725

黃○淳24009326

賴○民24003427

邱○文24002628

許○顯24007928

陳○綺24000330

沈○緹24000231

林○妡24001932



二年級(四)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6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邱○淇24000633

吳○成24008434

梁○禎24002135

魏○妮24004436

蕭○文24000737

盧○銘24004238

張○薰24002039

朱○薰24005840

蘇○瑄24003541

曾○容24007642

涂○傑24008942

何○宇24008544

謝○汝24005745

林○志24007046

卯○平24007347

張○勛24010148

蘇○偉24005249

謝○庭24003850

王○德24000151

陳○龍24001652

賴○期24002453

邱○筑24000854

黃○荏24004855

江○儒24007756

趙○婷24006057

廖○富24006958

施○欣24010059

陳○涵24003960

黃○霈24005161

鄭○穎24002862

廖○禎24004963

王○淯24003664

徐○綺24009565

楊○維24002266

三年級(五)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林○澄3100101

石○娟3100122

謝○彰3100013

賴○基3100174

林○茜3100205

林○禾3100076

郭○誌3100027

梁○語3100048



三年級(五)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5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游○凱3100168

郭○言31001110

董○熹31000511

江○維31002112

陳○隆31002513

張○瑋31000814

呂○綾31001415

陳○安31000916

林○廷31002617

李○翰31002318

曾○紘31001519

黃○崴31000620

張○勳31002220

黃○霈31002422

謝○軒31001923

吳○仲31001824

魏○鈞31000325

三年級(六)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8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林○家3200061

陳○瑾3200772

吳○典3200083

洪○蓁3200104

楊○汶3200695

吳○諭3200126

陳○辰3200197

王○瑜3200308

陳○綸3200458

葉○瑞32002510

林○蓉32007911

蘇○瑄32008812

吳○慧32001313

李○洋32004414

許○沛32007315

柯○蓁32005916

郭○鴻32006817

陳○雯32005518

陳○瑄32002119

林○彤32006720

石○娟32003121

王○晴32004922

江○菀32001823

賴○蓁32000924

陶○晴32000125



三年級(六)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8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李○翰32001126

辜○晴32004327

李○嬋32008228

簡○珊32004129

陳○慈32005630

邱○銘32007131

陳○妤32002732

賴○妤32005233

余○蓉32003634

蔡○綾32005335

邱○琁32008436

孔○儒32006537

顏○妤32000338

謝○笙32001739

高○倢32007440

楊○瑜32005741

劉○榮32006342

張○晴32007542

郭○均32002444

陳○琄32002845

楊○婕32004646

林○慈32000247

王○安32002048

宋○軒32005449

白○弘32000550

王○楷32006651

陳○凡32006152

吳○盈32005853

陳○婷32008154

林○緯32006255

史○秀32003256

潘○○昇32000757

姜○妤32002658

洪○晅32007059

陳○蓮32000460

吳○霖32007861

王○瑢32002362

葉○伶32003563

孫○32004864

江○均32008065

劉○恩32003366

謝○蓁32002267

鄧○沄32008367

張○○昀32006069

莊○安32005070

劉○宏32008771



三年級(六)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8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陳○華32005172

高○智32004773

邱○瑄32007674

徐○媗32004275

段○岱32001576

曾○聿32001677

黃○誼32004078

王○耘32003779

顏○甫32008980

田○皓32008681

洪○瑋32007282

黃○儒32003983

張○忻32008584

黃○婷32003885

陳○盛32001486

三年級(七)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8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洪○3300041

林○全3300022

李○翰3300143

陳○安3300054

許○馨3300065

林○佑3300136

簡○芝3300227

蔡○仁3300078

黃○瑄3300189

胡○佐33001710

張○昕33001611

林○慈33000812

陳○邦33001512

蔡○義33001014

白○揚33002415

林○廷33002816

蕭○鈞33001917

賀○帆33002318

黃○霈33002519

吳○仲33002020

王○叡33002721

詹○珷33000322

顧○程33002123

謝○志33001224

吳○臻33002925

張○皓33001126

梁○遠33002627



三年級(七)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8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吳○怡33000128

三年級(八)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3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趙○騏3400111

黃○慈3400052

林○湘3400133

劉○妘3400164

彭○德3400045

蕭○臻3400086

高○辰3400017

黃○娸3400098

馬○真3400209

游○義34000710

鄭○維34002211

吳○成34001912

陳○智34002113

曾○斌34000614

李○哲34001015

余○丞34001716

陳○安34000317

夏○瑜34001218

方○宏34001419

韓○庭34000220

陳○旻34002321

何○霖34001522

蔡○庭34001823

三年級(九)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9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郭○鴻3500241

林○聆3500172

黃○涿3500143

劉○潔3500194

陳○怡3500265

戴○柔3500156

葉○妤3500187

陳○婷3500288

謝○笙3500059

宋○軒35002110

陶○晴35000111

劉○渝35000412

賴○揚35000213

賴○瑩35001614



三年級(九)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9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陳○樺35000315

廖○岑35000816

卓○勳35002017

林○慈35000718

劉○榮35002219

林○霈35001120

曾○婕35001021

高○祐35002522

孔○儒35002323

謝○蓁35000624

羅○宇35000925

高○庭35001326

田○皓35003027

邱○瑄35002728

劉○吉35001229

三年級(十)組群

達到最低分發標準26名

姓名名次排序 應考證

陳○琳3600111

董○穎3600122

簡○柔3600183

賴○友3600024

劉○妘3600225

戴○如3600076

賴○明3600157

劉○婷3600088

洪○3600149

李○哲36001310

李○潔36002111

林○瑜36002512

莊○安36000613

吳○儀36000114

何○翔36001715

宋○蓁36002316

張○紳36000517

李○濬36000418

唐○婷36002019

黃○音36001920

楊○仁36002621

董○榮36002422

鍾○勳36001023

陳○旻36002724

劉○蓁36001625

陳○葦3600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