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式邏輯基礎(152人) 

1 陳星儀 其他(台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2 溫思姸 大同高中 

3 謝厚萱 其他(台中市立東山高中) 

4 黃昕 其他(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5 曾子瑜 其他(復旦高中) 

6 林琤芸 其他(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7 林盈秀 其他(海山高中) 

8 劉祐誠 其他(板橋高中) 

9 邵子瑄 其他(泰山高中) 

10 黃保欽 其他(光華高工) 

11 賴巧婷 其他(僑泰中學) 

12 鄭群亞 其他(樹林高中) 

13 黃鐙嫺 其他(義民中學) 

14 莊昀竺 其他(宜蘭高商) 

15 林佑紜 其他(興國高中) 

16 簡彤璟 其他(安樂高中) 

17 鄭郁璇 其他(崑山高中) 

18 許玉旻 其他(高雄市新興高級中學) 

19 李品儀 其他(中山附中) 

20 劉娟蜜 其他(台中二中) 

21 馬建霖 其他(長榮中學) 

22 陳湘婷 其他(平鎮高中) 

23 洪紫晴 其他(三民高中) 

24 顏依莎 其他(大理高中) 

25 游育嘉 其他(私立格致中學) 

26 周采葳 其他(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27 徐浩芳 其他(竹南高中) 

28 林芷昀 其他(內壢) 

29 陳思幃 其他(中崙高中) 

30 張紋綺 其他(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31 周欣穎 其他(豐原高中) 

32 郭欣穎 其他(育成高中) 

33 張越嘉 其他(花蓮高中) 

34 黃若慈 其他(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35 洪幼容 其他(二林高中) 



36 鄭羽珊 其他(國立苑裡高中) 

37 余采軒 其他(海山高中) 

38 魏翎芝 其他(復旦高中) 

39 林安滴 其他(中崙高中) 

40 李柏諺 其他(方濟中學) 

41 遲牧恩 其他(內壢高中) 

42 張家瑜 其他(中港高中) 

43 吳芳靜 其他(永春高中) 

44 黃子芸 其他(延平中學) 

45 張軒羽 其他(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 

46 薛紫涵 其他(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47 袁文璿 其他(暖暖高中) 

48 詹淑慧 其他(二林工商) 

49 王芊芊 其他(和平高中) 

50 楊崴閎 其他(華僑高中) 

51 陳亭妤 其他(達人女中) 

52 林格葦 其他(普台高中) 

53 陳禮揚 其他(屏榮高中) 

54 孫靖瑜 其他(安康高中) 

55 林哲睿 其他(私立裕德高中) 

56 林宜萱 其他(和平高中) 

57 何思嫺 其他(華江高中) 

58 嘉芳林 大同高中 

59 鄭敦元 其他(永春高中（已畢業）) 

60 賴樺宣 其他(和美高中) 

61 謝尚庭 其他(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62 粘展睿 其他(台中一中) 

63 潘伊琳 其他(中興高中) 

64 呂婉慈 其他(高市新莊高中) 

65 郭妃 其他(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66 林宣蓉 其他(新莊高中) 

67 蕭傢馨 其他(台中女中) 

68 林雅柔 其他(金陵女中) 

69 劉睿涵 其他(治平高中) 

70 廖品淳 其他(中和高中) 

71 鄒常毓 其他(苗栗高中) 

72 林欣穎 其他(蘭陽女中) 



73 陳俞君 其他(瀛海中學) 

74 鄭旭凱 其他(新店高中) 

75 李佳揚 其他(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 

76 周昀瑩 其他(內壢高中) 

77 鄭琮瀚 其他(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78 劉琇伃 其他(國立旗美高中) 

79 余秀萍 其他(石碇高中) 

80 任志振 其他(明德高中) 

81 張佩方 其他(馬祖高中) 

82 郭俊麟 其他(華興高級中學) 

83 黃致綱 其他(華江高中) 

84 戴佑芹 其他(木柵高工) 

85 陳彥宇 其他(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86 冠逸李 中正高中 

87 洪佳蓁 其他(新北高中) 

88 蔡志揚 其他(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89 陶亭佑 其他(南崁高中) 

90 劉建亨 其他(南山高中) 

91 林子淇 其他(惠文高中) 

92 楊澤宥 其他(大園國際高中) 

93 張祐瑋 其他(大園國際高中) 

94 顏宜均 其他(虎尾高中) 

95 王辰瑜 南湖高中 

96 王永隆 其他(長榮高級中學) 

97 曾慧翎 其他(育達高職) 

98 林芷琳 中正高中 

99 鄭玟璘 其他(私立東山高中) 

100 潘杰霖 其他(永平高中) 

101 林凱瀚 其他(淡江高中) 

102 董翊珊 中正高中 

103 李崇瑋 其他(和平高中) 

104 邱郁茹 其他(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105 李家蕙 其他(新北高中) 

106 吳書翰 其他(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107 吳中信 其他(宜蘭國立高級中學) 

108 楊淳涓 其他(桃園高中) 

109 吳埕維 其他(永平高中) 



110 林士瑋 其他(新店) 

111 楊濬鍠 其他(台南市港明高中) 

112 陳楷錡 其他(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113 顏邦宇 其他(大安高工) 

114 李佳芮 其他(三民高中) 

115 游硯翔 南湖高中 

116 陳柏臣 其他(秀峰高中) 

117 郭仁國 其他(花蓮高中) 

118 劉思妤 其他(鳳新高中) 

119 蔡名宥 其他(明道中學) 

120 余宥辰 其他(新莊高中) 

121 何子萮 其他(國立屏東女中) 

122 劉羿旻 其他(平鎮高中) 

123 莊媁淇 其他(三民高中) 

124 吳保瞳 其他(國立鳳新高中) 

125 羅皓緯 其他(新竹高中) 

126 姚言彤 其他(永春高中) 

127 孟姿彤 其他(桃園高中) 

128 陳柔雅 其他(延平中學(高中部)) 

129 謝沂芳 西松高中 

130 賴芮涵 其他(嶺東高中) 

131 洪昱文 其他(淡水商工) 

132 吳啟昀 其他(新店高中) 

133 吳詠祺 其他(明倫高中) 

134 李哲宇 其他(私立淡江高中) 

135 陳沛維 其他(苗栗高中) 

136 李心澄 竹林高中 

137 蔡凱宜 其他(板橋高中) 

138 林鈞凱 其他(明道高中) 

139 温友維 其他(新竹高中) 

140 柯沛昀 其他(南港高中) 

141 李欣頤 其他(國立華僑高中) 

142 陳怡臻 其他(清水高中) 

143 林威任 其他(新店高中) 

144 賴澤慧 其他(高雄女中) 

145 李惟謙 其他(中和高中) 

146 蔡昀嶫 其他(后綜高中) 



147 柯勁羽 其他(瀛海高中) 

148 林旻柔 其他(中山高中) 

149 劉庭溢 其他(龍潭高中) 

150 鄭淇瑄 其他(林口高中) 

151 張詠貽 其他(南港高中) 

152 林欣頤 其他(中山女高) 

 

  



零基礎程式概念與撰寫(208人) 

1 黃湘婷 竹林高中 

2 黃保欽 其他(光華高工) 

3 秦懿楦 其他(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4 葉禹彤 其他(新莊高中) 

5 陳星儀 其他(台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6 溫思姸 大同高中 

7 王友朋 其他(永仁高中) 

8 黃昕 其他(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9 鄭群亞 其他(樹林高中) 

10 蔣明珊 南湖高中 

11 鄭郁璇 其他(崑山高中) 

12 林佑紜 其他(興國高中) 

13 吳沂航 其他(忠信高中) 

14 黃鐙嫺 其他(義民中學) 

15 莊昀竺 其他(宜蘭高商) 

16 葉聿湘 其他(田中高中) 

17 林祥恩 其他(新莊高中) 

18 周采葳 其他(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19 王靖騰 其他(台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 

20 陳思幃 其他(中崙高中) 

21 陳芊彤 其他(中山女高) 

22 陳湘婷 其他(平鎮高中) 

23 馬建霖 其他(長榮中學) 

24 洪紫晴 其他(三民高中) 

25 游育嘉 其他(私立格致中學) 

26 陳映瑄 陽明高中 

27 顏依莎 其他(大理高中) 

28 王劭渝 其他(林口高中) 

29 林芷昀 其他(內壢) 

30 張育愷 其他(新民高中) 

31 董晏伶 其他(後壁高中) 

32 陳家琦 其他(松山工農) 

33 顏梓倫 其他(中港高中) 

34 徐浩芳 其他(竹南高中) 

35 辜沛儀 其他(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36 張紋綺 其他(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37 周欣穎 其他(豐原高中) 

38 施雨彤 其他(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39 楊晴雯 其他(聖心女中) 

40 歐陽于絜 其他(內壢高中) 

41 張越嘉 其他(花蓮高中) 

42 翁嘉佑 其他(私立中山工商) 

43 吳界 其他(新豐高中) 

44 成子睿 其他(小港高中) 

45 陳志憲 其他(私立中山工商) 

46 雅畇傅 其他(台中市立清水高中) 

47 黃文柔 其他(壽山高中) 

48 鄭羽珊 其他(國立苑裡高中) 

49 魏翎芝 其他(復旦高中) 

50 遲牧恩 其他(內壢高中) 

51 黃若慈 其他(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52 黃泿玄 百齡高中 

53 洪幼容 其他(二林高中) 

54 曾硯琳 其他(中山女高) 

55 李柏諺 其他(方濟中學) 

56 羅彗禎 其他(三民家商綜合高中) 

57 葉之寬 其他(私立方濟高中) 

58 李依潔 南湖高中 

59 孫僅喬 其他(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60 朱予婕 其他(輔仁中學) 

61 林安滴 其他(中崙高中) 

62 宋采彧 其他(育成高中) 

63 立昕黃 其他(新莊高中) 

64 王芊芊 其他(和平高中) 

65 林詠鈞 其他(海山高中) 

66 王嘉綾 其他(道明中學) 

67 郭妃 其他(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68 蔡欣晏 其他(和美實驗高中) 

69 張軒羽 其他(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 

70 蔡沛珊 其他(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71 詹淑慧 其他(二林工商) 

72 袁文璿 其他(暖暖高中) 



73 羅煌鈞 其他(三重高中) 

74 陳亭妤 其他(達人女中) 

75 楊崴閎 其他(華僑高中) 

76 陳禮揚 其他(屏榮高中) 

77 童羽希 其他(中港高中) 

78 陳郁婷 其他(曉明女中) 

79 林格葦 其他(普台高中) 

80 林哲睿 其他(私立裕德高中) 

81 楊鎧丞 其他(新北高中) 

82 林宜萱 其他(和平高中) 

83 何思嫺 其他(華江高中) 

84 鄭琮瀚 其他(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85 潘伊琳 其他(中興高中) 

86 嘉芳林 大同高中 

87 謝尚庭 其他(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88 曾于珊 其他(南崁高中) 

89 何宗謀 其他(彰化高商) 

90 葉芯妤 其他(南崁高中) 

91 粘展睿 其他(台中一中) 

92 陳怡菁 其他(嘉義女中) 

93 林宣蓉 其他(新莊高中) 

94 賴樺宣 其他(和美高中) 

95 鄭敦元 其他(永春高中（已畢業）) 

96 蘇子津 其他(岡山高中) 

97 林雅柔 其他(金陵女中) 

98 謝郁謙 其他(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99 李博丞 其他(衛道中學) 

100 李佳揚 其他(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 

101 張凱鈞 其他(嶺東高中) 

102 鄭旭凱 其他(新店高中) 

103 林欣穎 其他(蘭陽女中) 

104 劉竹芹 其他(大甲高中) 

105 高翊庭 大直高中 

106 岳玟澔 其他(無) 

107 陳冠蓁 其他(南投高中) 

108 彭珮綺 其他(平鎮高中) 

109 邱詩琦 其他(景美女中) 



110 陳俞君 其他(瀛海中學) 

111 劉琇伃 其他(國立旗美高中) 

112 陳建樺 其他(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13 蔡語 其他(惠文高中) 

114 黃致綱 其他(華江高中) 

115 廖慧如 其他(基隆女中) 

116 陳妍如 大直高中 

117 王永隆 其他(長榮高級中學) 

118 吳政霖 其他(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19 李映呈 其他(板橋高中) 

120 冠逸李 中正高中 

121 陳彥宇 其他(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122 蔡采璇 其他(中港高中) 

123 張瀚方 其他(清水高中) 

124 陶亭佑 其他(南崁高中) 

125 余秀萍 其他(石碇高中) 

126 郎彥鈞 其他(再興高中) 

127 姜佳誼 其他(景美女中) 

128 楊澤宥 其他(大園國際高中) 

129 張祐瑋 其他(大園國際高中) 

130 顏宜均 其他(虎尾高中) 

131 孫筱原 其他(復旦高中) 

132 洪佳蓁 其他(新北高中) 

133 鄭玟璘 其他(私立東山高中) 

134 王胤憲 其他(彰化高中) 

135 鄭宇翔 其他(東山高中) 

136 李崇瑋 其他(和平高中) 

137 蘇奕齊 其他(大園高中) 

138 紀睿宸 陽明高中 

139 陳榆函 其他(萬芳高中) 

140 邱郁茹 其他(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141 李家蕙 其他(新北高中) 

142 楊淳涓 其他(桃園高中) 

143 李佳芮 其他(三民高中) 

144 林士瑋 其他(新店) 

145 吳中信 其他(宜蘭國立高級中學) 

146 顏邦宇 其他(大安高工) 



147 陳楷錡 其他(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148 曾令瀠 其他(南山高中) 

149 楊濬鍠 其他(台南市港明高中) 

150 張哲愷 其他(明道中學) 

151 王少允 其他(明道高級中學) 

152 游硯翔 南湖高中 

153 鄭宜柔 其他(忠信高中) 

154 王千桓 其他(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55 劉羿旻 其他(平鎮高中) 

156 詹景閎 其他(德光高中) 

157 蔡名宥 其他(明道中學) 

158 郭仁國 其他(花蓮高中) 

159 劉思妤 其他(鳳新高中) 

160 陳柔雅 其他(延平中學(高中部)) 

161 姚言彤 其他(永春高中) 

162 陳姵安 其他(新店高中) 

163 吳保瞳 其他(國立鳳新高中) 

164 周彥妤 其他(港明高中) 

165 黃博瑋 其他(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66 郭延恩 其他(師大附中) 

167 蘇雅則 其他(興國高中) 

168 洪恩慈 其他(啟英高中) 

169 葉思妘 百齡高中 

170 羅皓緯 其他(新竹高中) 

171 蔡凱宜 其他(板橋高中) 

172 賴芮涵 其他(嶺東高中) 

173 謝沂芳 西松高中 

174 林鈞凱 其他(明道高中) 

175 蔡慧錦 其他(國立台東女子高級中學) 

176 黃孟淳 其他(新店高中) 

177 黃靖淇 其他(南港高中) 

178 游子有 其他(惠文高中) 

179 許瀞文 麗山高中 

180 李韻涵 其他(明倫高中) 

181 陳沛維 其他(苗栗高中) 

182 李心澄 竹林高中 

183 賴澤慧 其他(高雄女中) 



184 鄭珞伶 其他(左營高中) 

185 曹中泓 其他(市立育成高中) 

186 吳佳峻 其他(淡水商工) 

187 李哲宇 其他(私立淡江高中) 

188 洪昱文 其他(淡水商工) 

189 吳啟昀 其他(新店高中) 

190 陳怡臻 其他(清水高中) 

191 曹榮哲 光仁高中 

192 黎子筠 其他(曙光女中) 

193 黃紫瑛 其他(成德高中) 

194 林宜葶 其他(文山高中) 

195 李欣頤 其他(國立華僑高中) 

196 鄭曼翎 其他(育成高中) 

197 李惟謙 其他(中和高中) 

198 陳郁雯 其他(正義高中) 

199 程啟然 其他(楊梅高中) 

200 温友維 其他(新竹高中) 

201 高子晴 其他(永春高中) 

202 劉庭溢 其他(龍潭高中) 

203 蔡昀嶫 其他(后綜高中) 

204 鐘羽晨 其他(華江高中) 

205 柯勁羽 其他(瀛海高中) 

206 林旻柔 其他(中山高中) 

207 鄭淇瑄 其他(林口高中) 

208 林欣頤 其他(中山女高) 

 

  



Mobile First 行動開發(140人) 

1 黃湘婷 竹林高中 

2 林琤芸 其他(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3 葉禹彤 其他(新莊高中) 

4 王友朋 其他(永仁高中) 

5 謝厚萱 其他(台中市立東山高中) 

6 賴信宇 其他(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7 吳沂航 其他(忠信高中) 

8 劉祐誠 其他(板橋高中) 

9 吳星慧 中正高中 

10 劉娟蜜 其他(台中二中) 

11 邵子瑄 其他(泰山高中) 

12 高憶蕙 中正高中 

13 賴巧婷 其他(僑泰中學) 

14 李品儀 其他(中山附中) 

15 許玉旻 其他(高雄市新興高級中學) 

16 李若瑋 其他(金甌女中) 

17 王靖騰 其他(台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 

18 洪紫晴 其他(三民高中) 

19 楊珮宜 其他(大華高級中學) 

20 林祥恩 其他(新莊高中) 

21 葉聿湘 其他(田中高中) 

22 林佑紜 其他(興國高中) 

23 顏梓倫 其他(中港高中) 

24 陳家琦 其他(松山工農) 

25 蘇慶軒 其他(永慶高中) 

26 郭志安 其他(永平高中) 

27 林瑋恩 其他(惠文高中) 

28 劉怡姍 其他(道明中學) 

29 張紋綺 其他(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30 辜沛儀 其他(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31 楊晴雯 其他(聖心女中) 

32 周潤哲 其他(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33 徐浩芳 其他(竹南高中) 

34 董晏伶 其他(後壁高中) 

35 王劭渝 其他(林口高中) 



36 張育愷 其他(新民高中) 

37 洪幼容 其他(二林高中) 

38 葉之寬 其他(私立方濟高中) 

39 陳思安 其他(南崁高中) 

40 汪昀萱 其他(聖心女中) 

41 周欣穎 其他(豐原高中) 

42 黃博泓 其他(台南一中) 

43 林盈秀 其他(海山高中) 

44 詹宸安 大同高中 

45 吳芳靜 其他(永春高中) 

46 林安滴 其他(中崙高中) 

47 葉子嘉 其他(嘉義女中) 

48 高翊庭 大直高中 

49 黃子芸 其他(延平中學) 

50 薛紫涵 其他(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51 王嘉綾 其他(道明中學) 

52 謝佳至 其他(精誠高中) 

53 李依潔 南湖高中 

54 羅煌鈞 其他(三重高中) 

55 羅彗禎 其他(三民家商綜合高中) 

56 林詠鈞 其他(海山高中) 

57 曾于珊 其他(南崁高中) 

58 葉芯妤 其他(南崁高中) 

59 童羽希 其他(中港高中) 

60 陳亭妤 其他(達人女中) 

61 蔡沛珊 其他(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62 蔡欣晏 其他(和美實驗高中) 

63 秦懿楦 其他(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64 呂承翰 其他(新北高中) 

65 周昀瑩 其他(內壢高中) 

66 邱子懿 其他(私立大同高中) 

67 何宗謀 其他(彰化高商) 

68 李博丞 其他(衛道中學) 

69 蘇子津 其他(岡山高中) 

70 粘展睿 其他(台中一中) 

71 周頎倫 其他(新店高中) 

72 劉睿涵 其他(治平高中) 



73 吳政霖 其他(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74 陳妍如 大直高中 

75 雷沅翰 其他(永春高中) 

76 孫僅喬 其他(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77 陳彥宇 其他(臺南市立南寧高中) 

78 賴浯俅 其他(華僑高中) 

79 王永隆 其他(長榮高級中學) 

80 陳建樺 其他(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81 黃致綱 其他(華江高中) 

82 張睿傑 其他(台東國立高級中學) 

83 蔡語 其他(惠文高中) 

84 王辰瑜 南湖高中 

85 余秀萍 其他(石碇高中) 

86 戴佑芹 其他(木柵高工) 

87 孫筱原 其他(復旦高中) 

88 蔡采璇 其他(中港高中) 

89 林鈞凱 其他(明道高中) 

90 鄭宇翔 其他(東山高中) 

91 余霏霏 其他(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92 蘇奕齊 其他(大園高中) 

93 李崇瑋 其他(和平高中) 

94 董翊珊 中正高中 

95 郎彥鈞 其他(再興高中) 

96 曾慧翎 其他(育達高職) 

97 劉松政 其他(新莊高中) 

98 吳中信 其他(宜蘭國立高級中學) 

99 李家蕙 其他(新北高中) 

100 陳榆函 其他(萬芳高中) 

101 林凱瀚 其他(淡江高中) 

102 謝佳彣 其他(羅東高中) 

103 陳達賢 百齡高中 

104 李佳芮 其他(三民高中) 

105 陳柏臣 其他(秀峰高中) 

106 劉思妤 其他(鳳新高中) 

107 莊承恩 其他(永春高中) 

108 丁玉芳 其他(育成高中) 

109 王千桓 其他(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10 郭仁國 其他(花蓮高中) 

111 周彥妤 其他(港明高中) 

112 姚言彤 其他(永春高中) 

113 鄭子霈 其他(板橋高中) 

114 陳玟諭 其他(新莊高中) 

115 孟姿彤 其他(桃園高中) 

116 黃博瑋 其他(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7 黃于瑄 其他(永平高中) 

118 林佳璇 其他(新北市永平高中) 

119 郭延恩 其他(師大附中) 

120 蔡慧錦 其他(國立台東女子高級中學) 

121 李心澄 竹林高中 

122 蘇雅則 其他(興國高中) 

123 吳晨妤 其他(永平高中) 

124 游子有 其他(惠文高中) 

125 謝沂芳 西松高中 

126 葉宸豪 其他(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27 黃俞甄 其他(中和高中) 

128 林威任 其他(新店高中) 

129 曹中泓 其他(市立育成高中) 

130 鍾沅澂 其他(新店高中) 

131 黎子筠 其他(曙光女中) 

132 姜佳誼 其他(景美女中) 

133 柯勁羽 其他(瀛海高中) 

134 林旻柔 其他(中山高中) 

135 姜信銓 其他(楊梅高中) 

136 張詠貽 其他(南港高中) 

137 孫賢蓁 其他(萬芳) 

138 程啟然 其他(楊梅高中) 

139 柯沛昀 其他(南港高中) 

140 鐘羽晨 其他(華江高中) 

 

  



PHP網頁基礎程式開發(118人) 

1 黃湘婷 竹林高中 

2 曾子瑜 其他(復旦高中) 

3 林琤芸 其他(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4 楊珮宜 其他(大華高級中學) 

5 葉禹彤 其他(新莊高中) 

6 溫思姸 大同高中 

7 賴巧婷 其他(僑泰中學) 

8 林祥恩 其他(新莊高中) 

9 鄭一鵬 其他(成德高中) 

10 王靖騰 其他(台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 

11 陳映瑄 陽明高中 

12 葉聿湘 其他(田中高中) 

13 莊昀竺 其他(宜蘭高商) 

14 李品儀 其他(中山附中) 

15 劉怡姍 其他(道明中學) 

16 顏梓倫 其他(中港高中) 

17 林瑋恩 其他(惠文高中) 

18 王劭渝 其他(林口高中) 

19 顏依莎 其他(大理高中) 

20 郭志安 其他(永平高中) 

21 歐陽于絜 其他(內壢高中) 

22 施雨彤 其他(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23 何明穎 其他(華南高商) 

24 王瑄愉 其他(華南高商) 

25 楊晴雯 其他(聖心女中) 

26 黃文柔 其他(壽山高中) 

27 周潤哲 其他(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28 黃子芸 其他(延平中學) 

29 黃博泓 其他(台南一中) 

30 遲牧恩 其他(內壢高中) 

31 孫僅喬 其他(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32 謝佳至 其他(精誠高中) 

33 黃若慈 其他(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34 成子睿 其他(小港高中) 

35 張軒羽 其他(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 



36 林詠鈞 其他(海山高中) 

37 王芊芊 其他(和平高中) 

38 立昕黃 其他(新莊高中) 

39 張家瑜 其他(中港高中) 

40 李依潔 南湖高中 

41 羅煌鈞 其他(三重高中) 

42 曾于珊 其他(南崁高中) 

43 謝尚庭 其他(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44 葉芯妤 其他(南崁高中) 

45 蔡沛珊 其他(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46 袁文璿 其他(暖暖高中) 

47 蔡欣晏 其他(和美實驗高中) 

48 呂婉慈 其他(高市新莊高中) 

49 鄒常毓 其他(苗栗高中) 

50 蘇子津 其他(岡山高中) 

51 陳怡菁 其他(嘉義女中) 

52 謝郁謙 其他(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53 呂承翰 其他(新北高中) 

54 林雅柔 其他(金陵女中) 

55 蕭傢馨 其他(台中女中) 

56 雷沅翰 其他(永春高中) 

57 張凱鈞 其他(嶺東高中) 

58 李博丞 其他(衛道中學) 

59 李佳揚 其他(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 

60 劉睿涵 其他(治平高中) 

61 劉竹芹 其他(大甲高中) 

62 周昀瑩 其他(內壢高中) 

63 蔡語 其他(惠文高中) 

64 陳妍如 大直高中 

65 任志振 其他(明德高中) 

66 卓雨萱 其他(私立滬江高中) 

67 吳政霖 其他(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68 岳玟澔 其他(無) 

69 彭珮綺 其他(平鎮高中) 

70 黃佩儀 其他(成淵高中) 

71 張瀚方 其他(清水高中) 

72 劉建亨 其他(南山高中) 



73 賴浯俅 其他(華僑高中) 

74 王辰瑜 南湖高中 

75 郎彥鈞 其他(再興高中) 

76 鄭宇翔 其他(東山高中) 

77 余霏霏 其他(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78 孫筱原 其他(復旦高中) 

79 王胤憲 其他(彰化高中) 

80 陳柏臣 其他(秀峰高中) 

81 陳達賢 百齡高中 

82 何佳穎 其他(鳳新高中) 

83 潘杰霖 其他(永平高中) 

84 董翊珊 中正高中 

85 林芷琳 中正高中 

86 曾慧翎 其他(育達高職) 

87 周彥妤 其他(港明高中) 

88 孟姿彤 其他(桃園高中) 

89 陳柔雅 其他(延平中學(高中部)) 

90 蔡澤承 其他(私立南光高中) 

91 詹景閎 其他(德光高中) 

92 郭延恩 其他(師大附中) 

93 蔡凱宜 其他(板橋高中) 

94 黃博瑋 其他(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95 廖慧如 其他(基隆女中) 

96 蔡慧錦 其他(國立台東女子高級中學) 

97 陳沛維 其他(苗栗高中) 

98 游子有 其他(惠文高中) 

99 賴澤慧 其他(高雄女中) 

100 洪昱文 其他(淡水商工) 

101 林威任 其他(新店高中) 

102 洪瑋岑 其他(台中市立東山高中) 

103 黃靖淇 其他(南港高中) 

104 黃紫瑛 其他(成德高中) 

105 陳怡臻 其他(清水高中) 

106 李惟謙 其他(中和高中) 

107 陳姵安 其他(新店高中) 

108 葉宸豪 其他(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09 高子晴 其他(永春高中) 



110 林宜葶 其他(文山高中) 

111 洪郁晴 其他(文華高中) 

112 鄭淇瑄 其他(林口高中) 

113 鄭曼翎 其他(育成高中) 

114 詹哲維 其他(彰化高中) 

115 鐘羽晨 其他(華江高中) 

116 鄭琮瀚 其他(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117 姜佳誼 其他(景美女中) 

118 冠逸李 中正高中 

 

  



英美兒童文學中的傳統脈絡(30人)(備取 5人) 

1 張佩方 其他(馬祖高中) 

2 黃昕 其他(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3 秦懿楦 其他(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4 凃玟妤 其他(永慶高中) 

5 杜竺 其他(及人高中) 

6 蔣明珊 南湖高中 

7 邵子瑄 其他(泰山高中) 

8 賴信宇 其他(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9 曹家碩 其他(竹南高中) 

10 王品勻 其他(秀峰) 

11 陳芊蓉 其他(建功高中) 

12 陳芊彤 其他(中山女高) 

13 郭志安 其他(永平高中) 

14 吳芳靜 其他(永春高中) 

15 陳芃菱 其他(台北市立華江高中) 

16 劉安妮 其他(竹圍高中) 

17 鄭羽珊 其他(國立苑裡高中) 

18 林瑋恩 其他(惠文高中) 

19 李宥沅 其他(內壢高中) 

20 劉晏慈 其他(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21 呂承翰 其他(新北高中) 

22 鄭光閔 其他(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23 鄭敦元 其他(永春高中（已畢業）) 

24 黃信琦 其他(新北高中) 

25 劉建亨 其他(南山高中) 

26 陳彥如 其他(樹林高中) 

27 劉睿涵 其他(治平高中) 

28 鄭旭凱 其他(新店高中) 

29 洪佳蓁 其他(新北高中) 

30 魏彤恩 其他(台北市東山高中) 

 

  



備取 5名 如於 6/7前有正取生放棄，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備取生，請留意信箱相

關訊息 

1 鄭玟璘 私立東山高中 

2 劉睿涵 治平高中 

3 鄭雅云 靜修女中 

4 余霏霏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5 潘杰霖 永平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