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次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梯次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上午 1 三民國小 602 黃O橋 女生 上午 37 虎林國小 6忠 林O妤 女生

上午 2 三民國小 610 林O益 男生 上午 38 虎林國小 6愛 楊O婷 女生

上午 3 三民國小 511 林O秋 男生 上午 39 南寮國小 602 曾O璇 女生

上午 4 三民國小 605 張O軒 男生 上午 40 南寮國小 602 曾O儒 女生

上午 5 三民國小 611 温O凱 男生 上午 41 南寮國小 603 邱O皓 男生

上午 6 大庄國小 601 許O涵 女生 上午 42 南寮國小 604 陳O承 男生

上午 7 大庄國小 604 陳O羽 女生 上午 43 建功國小 609 陳O蓁 女生

上午 8 大庄國小 六丁 鄭O捷 女生 上午 44 建功國小 604 李O恩 男生

上午 9 大庄國小 604 薛O恩 女生 上午 45 科園國小 602 王O楷 男生

上午 10 大庄國小 六乙 涂O瑋 男生 上午 46 清華附小 604 陳O霖 男生

上午 11 大庄國小 六丁 陳O杰 男生 上午 47 清華附小 604 鍾O頡 男生

上午 12 大庄國小 601 賴O凱 男生 上午 48 清華附小T. O. S校區 6鳳凰里 李O 男生

上午 13 北門國小 604 王O涵 女生 上午 49 頂埔國小 402 彭O皓 男生

上午 14 北門國小 603 徐O彤 女生 上午 50 陽光國小 原川輝 石O巨 男生

上午 15 北門國小 602 蕭O恩 女生 上午 51 陽光國小 606 陳O睿 男生

上午 16 北門國小 604 張O旭 男生 上午 52 新竹國小 606 林O丞 男生

上午 17 民富國小 608 黃O燁 男生 上午 53 載熙國小 608 洪O閎 男生

上午 18 民富國小 604 黃O蓁 男生 上午 54 載熙國小 605 陳O安 男生

上午 19 竹北光明國小 6仁 莊O富 男生 上午 55 實驗中學 602 李O翰 男生

上午 20 東門國小 602 吳O涵 女生 上午 56 龍山國小 607 李O蔚 女生

上午 21 東門國小 611 陳O妤 女生 上午 57 龍山國小 609 黃O潔 女生

上午 22 東門國小 609 陳O兒 女生 上午 58 龍山國小 606 葉O萱 女生

上午 23 東門國小 611 彭O熙 女生 上午 59 龍山國小 608 林O民 男生

上午 24 東門國小 507 龔O筠 女生 上午 60 龍山國小 605 舒O浩 男生

上午 25 東門國小 604 王O正 男生 上午 61 曙光小學 6仁 戴O微 女生

上午 26 東門國小 605 吳O賢 男生 上午 62 曙光小學 六勇班 王O鈞 男生

上午 27 東門國小 601 吳O 男生 上午 63 曙光小學 603 蔡O皓 男生

上午 28 東門國小 601 李O斈 男生 上午 64 曙光國小 6勇 黃O聿 女生

上午 29 東門國小 602 蔡O融 男生 上午 65 曙光國小 六勇 周O均 男生

上午 30 東園國小 613 吳O涵 女生 上午 66 曙光國小 六勇 楊O澤 男生

上午 31 東園國小 613 李O芸 女生 上午 67 舊社國小 603 蔡O妍 女生

上午 32 東園國小 613 陳O安 女生 上午 68 舊社國小 602 廖O致 男生

上午 33 東園國小 601 廖O羽 女生

上午 34 東園國小 610 林O安 男生

上午 35 東園國小 611 陳O宏 男生

上午 36 東園國小 612 蔡O杰 男生

110年大手攜小手上午場錄取名單



分組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分組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1 三民國小 602 黃O橋 女生 37 虎林國小 6忠 林O妤 女生

2 三民國小 610 林O益 男生 38 虎林國小 6愛 楊O婷 女生

3 三民國小 511 林O秋 男生 39 南寮國小 602 曾O璇 女生

4 三民國小 605 張O軒 男生 40 南寮國小 602 曾O儒 女生

5 三民國小 611 温O凱 男生 41 南寮國小 603 邱O皓 男生

6 大庄國小 601 許O涵 女生 42 南寮國小 604 陳O承 男生

7 大庄國小 604 陳O羽 女生 43 建功國小 609 陳O蓁 女生

8 大庄國小 六丁 鄭O捷 女生 44 建功國小 604 李O恩 男生

9 大庄國小 604 薛O恩 女生 45 科園國小 602 王O楷 男生

10 大庄國小 六乙 涂O瑋 男生 46 清華附小 604 陳O霖 男生

11 大庄國小 六丁 陳O杰 男生 47 清華附小 604 鍾O頡 男生

12 大庄國小 601 賴O凱 男生 48清華附小T. O. S校區6鳳凰里 李O 男生

13 北門國小 604 王O涵 女生 49 頂埔國小 402 彭O皓 男生

14 北門國小 603 徐O彤 女生 50 陽光國小 原川輝 石O巨 男生

15 北門國小 602 蕭O恩 女生 51 陽光國小 606 陳O睿 男生

16 北門國小 604 張O旭 男生 52 新竹國小 606 林O丞 男生

17 民富國小 608 黃O燁 男生 53 載熙國小 608 洪O閎 男生

18 民富國小 604 黃O蓁 男生 54 載熙國小 605 陳O安 男生

19 竹北光明國小 6仁 莊O富 男生 55 實驗中學 602 李O翰 男生

20 東門國小 602 吳O涵 女生 56 龍山國小 607 李O蔚 女生

21 東門國小 611 陳O妤 女生 57 龍山國小 609 黃O潔 女生

22 東門國小 609 陳O兒 女生 58 龍山國小 606 葉O萱 女生

23 東門國小 611 彭O熙 女生 59 龍山國小 608 林O民 男生

24 東門國小 507 龔O筠 女生 60 龍山國小 605 舒O浩 男生

25 東門國小 604 王O正 男生 61 曙光小學 6仁 戴O微 女生

26 東門國小 605 吳O賢 男生 62 曙光小學 六勇班 王O鈞 男生

27 東門國小 601 吳O 男生 63 曙光小學 603 蔡O皓 男生

28 東門國小 601 李O斈 男生 64 曙光國小 6勇 黃O聿 女生

29 東門國小 602 蔡O融 男生 65 曙光國小 六勇 周O均 男生

30 東園國小 613 吳O涵 女生 66 曙光國小 六勇 楊O澤 男生

31 東園國小 613 李O芸 女生 67 舊社國小 603 蔡O妍 女生

32 東園國小 613 陳O安 女生 68 舊社國小 602 廖O致 男生

33 東園國小 601 廖O羽 女生

34 東園國小 610 林O安 男生

35 東園國小 611 陳O宏 男生

36 東園國小 612 蔡O杰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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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下午 1 十興國小 601 陸O穎 男生

下午 2 三民國小 601 楊O妤 女生

下午 3 三民國小 611 倪O邑 男生

下午 4 三民國小 611 楊O瑋 男生

下午 5 北門國小 606 高O倫 女生

下午 6 北門國小 602 吳O承 男生

下午 7 民富國小 608 何O薰 女生

下午 8 民富國小 604 何O萱 女生

下午 9 民富國小 605 何O 男生

下午 10 民富國小 6勇 陳O毅 男生

下午 11 東門國小 605 吳O蓁 女生

下午 12 東門國小 611 黃O晏 女生

下午 13 東門國小 611 林O傑 男生

下午 14 東門國小 601 蔡O諺 男生

下午 15 東園國小 608 伍O霓 女生

下午 16 東園國小 504 梁O昇 男生

下午 17 南寮國小 603 林O宇 男生

下午 18 南寮國小 603 彭O峻 男生

下午 19 南寮國小 6丁 葉O凡 男生

下午 20 南寮國小 6丙 謝O全 男生

下午 21 南寮國小 603 謝O翔 男生

下午 22 南寮國小 6丙 馬O涵 女生

下午 23 科園國小 603 曾O庭 女生

下午 24 科園國小 602 潘O宇 男生

下午 25 清大附小 604 余O學 男生

下午 26 清大附小 604 葉O頤 男生

下午 27 清華小學 502 曾O恩 男生

下午 28 清華附小 603 劉O懷 男生

下午 29 實驗國小 605 陳O勳 男生

下午 30 龍山國小 607 王O萱 女生

下午 31 龍山國小 606 江O臻 女生

下午 32 龍山國小 610 莊O彤 女生

下午 33 龍山國小 609 曾O筠 女生

下午 34 龍山國小 606 黃O萱 女生

下午 35 龍山國小 611 吳O韋 男生

下午 36 龍山國小 605 莊O寰 男生

下午 37 龍山國小 611 黃O頤 男生

下午 38 龍山國小 610 嚴O謙 男生

下午 39 曙光國小 6智 黎O頡 男生

下午 40 舊社國小 603 蔡O妍 女生

下午 41 舊社國小 606 江O諺 男生

下午 42 舊社國小 602 張O碩 男生

下午 43 舊社國小 601 簡O丞 男生

下午 44 關東國小 606 張O甄 女生

110年大手攜小手下午場錄取名單



分組 編號 就讀國小 班級 姓名 性別

1 十興國小 601 陸O穎 男生

2 三民國小 601 楊O妤 女生

3 三民國小 611 倪O邑 男生

4 三民國小 611 楊O瑋 男生

5 北門國小 606 高O倫 女生

6 北門國小 602 吳O承 男生

7 民富國小 608 何O薰 女生

8 民富國小 604 何O萱 女生

9 民富國小 605 何O 男生

10 民富國小 6勇 陳O毅 男生

11 東門國小 605 吳O蓁 女生

12 東門國小 611 黃O晏 女生

13 東門國小 611 林O傑 男生

14 東門國小 601 蔡O諺 男生

15 東園國小 608 伍O霓 女生

16 東園國小 504 梁O昇 男生

17 南寮國小 603 林O宇 男生

18 南寮國小 603 彭O峻 男生

19 南寮國小 6丁 葉O凡 男生

20 南寮國小 6丙 謝O全 男生

21 南寮國小 603 謝O翔 男生

22 南寮國小 6丙 馬O涵 女生

23 科園國小 603 曾O庭 女生

24 科園國小 602 潘O宇 男生

25 清大附小 604 余O學 男生

26 清大附小 604 葉O頤 男生

27 清華小學 502 曾O恩 男生

28 清華附小 603 劉O懷 男生

29 實驗國小 605 陳O勳 男生

30 龍山國小 607 王O萱 女生

31 龍山國小 606 江O臻 女生

32 龍山國小 610 莊O彤 女生

33 龍山國小 609 曾O筠 女生

34 龍山國小 606 黃O萱 女生

35 龍山國小 611 吳O韋 男生

36 龍山國小 605 莊O寰 男生

37 龍山國小 611 黃O頤 男生

38 龍山國小 610 嚴O謙 男生

39 曙光國小 6智 黎O頡 男生

40 舊社國小 603 蔡O妍 女生

41 舊社國小 606 江O諺 男生

42 舊社國小 602 張O碩 男生

43 舊社國小 601 簡O丞 男生

44 關東國小 606 張O甄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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