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新竹市立成德高中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畢業國中名稱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性別 報到編號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4011 孔Ｏ泓 男 40101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424 王Ｏ賢 男 4010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504 王Ｏ祐 男 40103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106081127 王Ｏ宇 女 40104

私立曙光女中附設國中 106030728 王Ｏ傑 男 40105

私立仰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85011 王Ｏ閔 女 40106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2637 王Ｏ懿 女 40107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038 王Ｏ誠 男 40108

國立科園實中國中部 106042229 王Ｏ翔 男 40109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538 王Ｏ欣 女 40110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0829 王Ｏ賢 男 40111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207 王Ｏ軒 男 40112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739 王Ｏ麒 男 40113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125 王Ｏ彤 女 4011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326 王Ｏ嵐 男 40115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3108 王Ｏ崇 男 40116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630 丘Ｏ偉 男 40117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05 包Ｏ琪 女 40118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605 古Ｏ宏 男 40119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729 古Ｏ文 男 40120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336 甘Ｏ樺 男 40121

苗栗縣立通霄國中 106140222 甘Ｏ琪 女 40122

縣立二重國中 106052915 田Ｏ義 男 40123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4229 朱Ｏ霖 男 40124

市立新科國中 106040532 朱Ｏ杰 男 40125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805 江Ｏ柔 女 40126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617 江Ｏ寬 男 40127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716 何Ｏ諠 女 40128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2134 何Ｏ綾 女 40129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915 余Ｏ築 男 40130

縣立忠孝國中 106080418 余Ｏ廷 女 40131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334 余Ｏ瑋 男 4013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010 吳Ｏ俐 女 40133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918 吳Ｏ祐 男 4013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630 吳Ｏ衡 男 40135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733 吳Ｏ昀 男 40136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4521 吳Ｏ嘉 男 40137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725 呂Ｏ諼 男 40138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514 呂Ｏ祐 男 40139

國立科園實中國中部 106042415 呂Ｏ汧 女 40140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07 呂Ｏ菁 女 40141

市立南華國中 106020219 呂Ｏ晏 男 4014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510 宋Ｏ霆 男 40143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810 宋Ｏ瑋 男 40144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106081011 李Ｏ祐 男 40145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0922 李Ｏ宸 男 40201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106081335 李Ｏ凌 女 4020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428 李Ｏ妍 女 40203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602 李Ｏ盈 女 40204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03 杜Ｏ璇 女 40205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1532 卓Ｏ祥 男 40206

私立曙光女中附設國中 106032035 周Ｏ閔 男 40207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1704 周Ｏ全 男 40208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09 林Ｏ晴 女 40209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138 林Ｏ庭 女 40210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816 林Ｏ儒 男 40211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106081201 林Ｏ容 女 4021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20 林Ｏ穎 女 40213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0810 林Ｏ杉 男 40214

縣立寶山國中 106010115 林Ｏ蒂 女 40215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428 林Ｏ儀 女 40216

市立香山高中附設國中 106024308 林Ｏ霈 女 40217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306 林Ｏ維 男 40218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834 林Ｏ如 女 40219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935 林Ｏ儀 男 40220

市立建功高中附設國中 106010112 林Ｏ旭 男 40221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824 林Ｏ齊 男 40222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919 林Ｏ揚 男 40223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517 林Ｏ誠 男 40224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619 林Ｏ鈺 女 40225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308 林Ｏ殷 男 40226



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106071919 邱Ｏ嘉 男 40227

縣立寶山國中 106010135 邱Ｏ賦 男 40228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11 邱Ｏ耘 女 40229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310 邱Ｏ亮 男 40230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22 邱Ｏ涵 女 40231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338 姚Ｏ羿 男 4023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042 洪Ｏ昇 男 40233

縣立自強國中 106053840 胡Ｏ宗 男 40234

縣立成功國中 106071640 胡Ｏ帆 男 40235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0619 胡Ｏ恩 男 40236

私立曙光女中附設國中 106030532 胡Ｏ魁 男 40237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中 107280521 胡Ｏ逵 男 40238

市立新科國中 106040404 范Ｏ妏 女 40239

縣立南湖國中 106130229 范Ｏ益 男 40240

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106071721 范Ｏ景 男 40241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520 倪Ｏ瑄 男 40242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922 孫Ｏ維 男 40243

私立光復高中附設國中 106040119 徐Ｏ桓 男 40244

縣立忠孝國中 106081724 徐Ｏ謙 男 40245

縣立竹北國中 106073228 徐Ｏ茹 女 40401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4115 殷Ｏ原 男 40402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717 翁Ｏ馨 女 40403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1602 荊Ｏ庭 男 40404

縣立竹東國中 106051224 高Ｏ安 男 40405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524 高Ｏ民 男 40406

私立光復高中附設國中 106040311 高Ｏ緯 男 40407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906 高Ｏ秦 女 40408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137 張Ｏ杰 男 40409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818 張Ｏ柏 男 40410

市立培英國中 106032520 張Ｏ嘉 女 40411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205 張Ｏ瑜 男 40412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601 張Ｏ鈞 男 40413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1011 張Ｏ晴 女 40414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2016 張Ｏ玉 女 40415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02 張Ｏ劭 男 40416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320 張Ｏ尹 女 40417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106080713 曹Ｏ淯 男 40418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4322 梁Ｏ彤 女 40419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221 莊Ｏ惠 女 40420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013 莊Ｏ維 男 40421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433 許Ｏ婷 女 40422

私立曙光女中附設國中 106030808 許Ｏ瑋 男 40423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417 許Ｏ堯 男 40424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920 許Ｏ翎 女 40425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439 郭Ｏ淩 女 40426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039 郭Ｏ閎 男 40427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2013 郭Ｏ芸 女 40428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610 郭Ｏ緒 男 40429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28 陳Ｏ安 女 40430

縣立竹東國中 106050410 陳Ｏ青 女 40431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120 陳Ｏ昱 男 40432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812 陳Ｏ逸 男 40433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431 陳Ｏ萱 女 40434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316 陳Ｏ叡 男 40435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337 陳Ｏ亭 女 40436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1017 陳Ｏ萱 女 40437

市立內湖國中 106030731 陳Ｏ嫺 女 40438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4415 陳Ｏ豪 男 40439

市立光武國中 106032522 陳Ｏ蓁 女 40440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524 陳Ｏ叡 男 40441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912 陳Ｏ元 男 40442

私立磐石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933 陳Ｏ穎 女 40443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931 陳Ｏ彤 女 4044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806 陳Ｏ廷 男 40445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223 陳Ｏ承 男 40501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440 陳Ｏ欣 女 40502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612 陳Ｏ融 男 40503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520 陳Ｏ諺 男 4050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08 陳Ｏ源 男 40505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024 陳Ｏ云 女 40506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202 陳Ｏ云 女 40507

私立曙光女中附設國中 106030718 陳Ｏ葳 女 40508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401 陳Ｏ瑋 男 40509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2524 陳Ｏ文 女 40510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310 陳Ｏ琪 女 40511

私立磐石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505 陳Ｏ軒 男 40512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001 陳Ｏ璟 男 40513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727 傅Ｏ玟 女 40514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231 傅Ｏ哲 男 40515

私立東泰高中附設國中 106050421 彭Ｏ齊 男 40516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935 彭Ｏ達 男 40517

私立義民高中附設國中 106072611 彭Ｏ佑 男 40518

市立南華國中 106020529 彭Ｏ維 男 40519

市立南華國中 106020321 彭Ｏ丰 男 40520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0932 彭Ｏ淯 男 40521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314 彭Ｏ庭 女 40522

縣立鳳岡國中 106083113 曾Ｏ泓 男 40523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305 曾Ｏ能 男 40524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531 曾Ｏ澄 男 40525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013 曾Ｏ盛 男 40526

私立磐石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613 曾Ｏ宣 女 40527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932 曾Ｏ洋 男 40528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524 曾Ｏ廣 男 40529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013 游Ｏ豪 男 40530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12 黃Ｏ謙 男 40531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417 黃Ｏ楨 男 40532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2028 黃Ｏ淳 女 40533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0933 黃Ｏ禎 女 4053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614 黃Ｏ婷 女 40535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2039 黃Ｏ智 男 40536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0213 黃Ｏ琛 男 40537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432 黃Ｏ瑛 女 40538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210 黃Ｏ云 女 40539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4122 黃Ｏ翔 男 40540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2739 楊Ｏ勖 男 40601

市立香山高中附設國中 106023802 楊Ｏ瑄 女 4060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736 楊Ｏ羿 女 40603

縣立二重國中 106053329 楊Ｏ浩 男 40604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826 楊Ｏ鈞 男 40605

市立新科國中 106040332 楊Ｏ群 男 40606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124 溫Ｏ陞 男 40607



市立香山高中附設國中 106023832 萬Ｏ耀 男 40608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641 萬Ｏ毅 男 40609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507 葉Ｏ寧 女 40610

市立建功高中附設國中 106013707 葉Ｏ庭 女 40611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4002 葉Ｏ軒 男 40612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2107 葉Ｏ儒 男 40613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028 詹Ｏ茹 女 40614

縣立竹北國中 106074642 鄒Ｏ榕 女 40615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535 鄒Ｏ恩 男 40616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640 雷Ｏ沛 女 40617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809 廖Ｏ閔 男 40618

市立南華國中 106020627 廖Ｏ雲 女 40619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133 劉Ｏ如 女 40620

縣立竹東國中 106051608 劉Ｏ玲 女 40621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531 劉Ｏ宸 男 40622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1802 劉Ｏ妤 女 40623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109 劉Ｏ涵 女 40624

市立建功高中附設國中 106013901 劉Ｏ郡 男 40625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4004 劉Ｏ宇 男 40626

縣立竹東國中 106050522 劉Ｏ萱 女 40627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734 劉Ｏ玟 女 40628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235 劉Ｏ誠 男 40629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4141 歐Ｏ彥 男 40630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939 潘Ｏ陵 男 40631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017 潘Ｏ廷 男 40632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510 潘Ｏ廷 男 40633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101 蔡Ｏ瀅 女 40634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421 蔡Ｏ傑 男 40635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706 蔡Ｏ霈 男 40636

市立香山高中附設國中 106024006 蔡Ｏ融 男 40637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2006 蔡Ｏ翰 男 40638

縣立寶山國中 106010107 蔡Ｏ瑜 女 40639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117 蔡Ｏ龍 男 40640

市立南華國中 106020325 鄭Ｏ鵬 男 40701

縣立竹北國中 106074618 鄭Ｏ煬 男 40702

縣立博愛國中 106070301 鄭Ｏ雍 男 40703

市立光武國中 106042812 鄭Ｏ為 男 40704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236 鄭Ｏ凱 男 40705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239 鄭Ｏ娟 女 40706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4431 鄭Ｏ哲 男 40707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739 鄭Ｏ婷 女 40708

市立虎林國中 106031423 鄭Ｏ謙 男 40709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2931 鄭Ｏ亦 男 40710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707 鄭Ｏ揚 男 40711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3224 鄭Ｏ承 男 40712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624 鄭Ｏ綸 男 40713

縣立寶山國中 106010319 鄧Ｏ鳳 女 40714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3015 黎Ｏ倢 女 40715

縣立照門國中 106060733 盧Ｏ安 女 40716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532 賴Ｏ傑 男 40717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803 賴Ｏ璇 女 40718

私立磐石高中附設國中 106011527 謝Ｏ衡 男 40719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2236 謝Ｏ童 女 40720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2008 鍾Ｏ堯 男 40721

縣立寶山國中 106010431 鍾Ｏ純 女 40722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1506 鍾Ｏ軒 女 40723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620 鍾Ｏ綾 女 40724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825 鍾Ｏ祥 男 40725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3037 鍾Ｏ宇 男 40726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338 鍾Ｏ緯 男 40727

市立建華國中 106012429 藍Ｏ君 女 40728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0418 魏Ｏ笙 男 40729

縣立精華國中 106082925 魏Ｏ禧 男 40730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0835 羅Ｏ涵 女 40731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1201 羅Ｏ涵 女 40732

市立竹光國中 106031126 羅Ｏ進 男 40733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3036 羅Ｏ庭 女 40734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106010633 蘇Ｏ安 男 40735

市立育賢國中 106041839 蘇Ｏ軒 女 40736

市立光華國中 106020831 蘇Ｏ嘉 男 40737

市立三民國中 106032615 蘇Ｏ豐 男 40738

市立培英國中 106012308 蘇Ｏ珉 男 40739

私立君毅高中附設國中 106092431 饒Ｏ芳 女 40740

市立三民國中 106021402 栢Ｏ千 女 40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