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仁 彭○融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劉○祐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謝○佑 國立新竹高中 普通科 

9仁 何○琳 國立新竹女中 普通科 

9義 蔡○睿 國立竹北高中 普通科 

9仁 蔡○恩 國立竹北高中 普通科 

9禮 陳○辰 國立竹北高中 體育班 

9仁 俞○恩 市立建功高中 普通科 

9仁 林○邑 國立竹東高中 普通科 

9禮 陳○濤 國立竹東高中 普通科 

9仁 彭○謀 市立香山高中 普通科 

9禮 鄭○翔 市立香山高中 普通科 

9義 林○萱 市立成德高中 普通科 

9禮 黃○祥 市立成德高中 普通科 

9義 范○寧 國立竹南高中 普通科 

9禮 葉○勛 國立關西高中 綜合高中 

9禮 黃○燁 國立新竹高商 資料處理科 

9仁 温○承 國立新竹高工 化工科 

9仁 傅○婷 國立新竹高工 板金科 
  



 
 
 
 

9義 顏○珉 私立曙光女中 普通科 

9仁 凌○宸 私立曙光女中 應用日語科 

9仁 鄭○珊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彭○琪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蕭○岑 私立忠信高中 綜合高中 

9義 蔣○璇 私立東泰高中 普通科 

9義 范○陞 私立義民高中 資訊科 

9義 黃○昊 私立義民高中 資訊科 

9義 陳○璇 馬偕醫專學校 護理科 

9禮 邱○晴 新生醫專學校 護理科 

9禮 黎○廷 新生醫專學校 視光科 

9禮 林○明 中正預校 飛行生 

9義 洪○瑜 桃園振聲高中 廣告設計科 

9禮 邱○龍 國立竹東高中進修部 普通科 
 
 
  



 
 
 
 

9仁 蘇○宇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新竹高中錄取 

9仁 黃○威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新竹高中錄取 

9仁 劉○妮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新竹女中錄取 

9仁 曾○庭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新竹女中錄取 

9仁 柯○佑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竹北高中錄取 

9仁 陳○亞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竹北高中錄取 

9仁 林○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建功高中錄取 

9禮 彭○文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建功高中錄取 

9義 林○彤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免試成績達建功高中錄取 

9仁 林○生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蕭○廷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宋○諺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陳○媛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林○鴻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郭○貝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楊○誼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柳○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陳○慈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林○宸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林○君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何○萱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馬○楷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羅○莉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禮 陳○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仁 練○揚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王○蔚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國立大學保證班 

  



 
 
 

9義 張○瑄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張○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邱○豪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張○瑞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余○涵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倪○廷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林○倫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羅○辰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仁 柯○耀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王○宇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鍾○妤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蕭○謙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郭○丞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劉○豪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禮 彭○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張○予 私立光復高中 普通科 
 
  



 
 
 

9義 張○尹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義 張○綺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義 鄭○斈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禮 余○濂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禮 宋○賢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英語科 

9義 吳○軒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科 

9禮 陳○瑩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科 

9禮 新○也 私立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科 

9義 劉○綺 私立光復高中 資料處理科 

9義 彭○穎 私立光復高中 室內設計科 

9義 陳○均 私立光復高中 室內設計科 

9禮 張○鈞 私立光復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9禮 陳○彤 私立光復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9禮 張○鈺 私立光復高中 廣告設計科 
 
  



 
 
 

9禮 田○樺 私立光復高中 電子科 

9禮 鄭○皓 私立光復高中 電子科 

9禮 戴○閎 私立光復高中 電機科 

9禮 謝○璇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傅○亮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黃○程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禮 陳○駿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管理科 

9義 何○楨 私立光復高中 觀光事業科 

9義 陳○函 私立光復高中 觀光事業科 

9禮 謝○宸 私立光復高中 觀光事業科 

9禮 楊○之 私立光復高中 觀光事業科 

9禮 吳○綺 私立光復高中 觀光事業科 

9禮 曾○妤 私立光復高中 幼兒保育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