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就讀學校 姓名

1 青埔國中 根○姮
2 龍岡國中 施○涵
3 中壢國中 呂○昕
4 大成國中 王○希
5 大成國中 屈○昕
6 大溪國中 歐○盈
7 仁和國中 李○謙
8 經國國中 蘇○子暘
9 龍岡國中 陳○孜
10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

學
梁○語

11 仁和國中 宋○妲
12 仁和國中 高○姍
13 仁和國中 林○瑜
14 龍興國中 王○鈞
15 平鎮國中 伊○蓁
16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李○丞
17 楊梅國中 呂○祈
18 中興國中 林○璇
19 福豐國中 王○勻
20 八德國中 羅○妹
21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

學
廖○婷

22 龜山國中 陳○婷
23 福豐國中 林○蓁
24 仁和國中 羅○倫
25 仁和國中 李○慧
26 楊光國中 余○葶
27 石門國中 烏○芝
28 八德國中 黃○蓉
29 光明國中 彭○君
30 中興國中 何○鳴
31 南崁國中 簡○柔
32 凌雲國中 詹○薇
33 自強國中 柯○妤
34 楊明國中 江○凌
35 仁和國中 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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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園國中 李○祺
37 大崗國中 古○如
38 過嶺國中 陳○涵
39 大溪國中 蘇○丞
40 東興國中 羅○剛
41 介壽國中 姚○妤
42 平興國中 郭○維
43 平興國中 吳○智
44 仁和國中 吳○旋
45 仁和國中 黃○信
46 慈文國中 張○婕
47 龍興國中 王○
48 大園國中 張○雅

49
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

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 卓○昀

50 大溪國中 宋○
51 大溪國中 宋○錡
52 大成國中 徐○慧
53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

學
湯○心

54 桃園國中 嚴○君
55 大崗國中 涂○蕙
56 山腳國中 孫○芩
57 福豐國中 林○怡均
58 自強國中 鄭○元
59 龍岡國中 吳○
60 東興國中 徐○惠
61 東安國中 劉○珈
62 文昌國中 劉○昱
63 大成國中 郭○芷
64 龍岡國中 陳○妤
65 仁和國中 楊○妮
66 仁和國中 倪○芯
67 青埔國中 森○琪
68 平鎮國中 張○瑄
69 清溪國中 丘○威
70 東安國中 岩○
71 大崗國中 黃○妤
72 福豐國中 陳○軒
73 楊梅國中 張○閎
74 六和高中國中部 江○榮



75 八德國中 石○宏
76 八德國中 高○融
77 平南國中 朱○茵
78 南崁國中 馬○珺儀
79 中興國中 王○閎
80 東安國中 楊○琳
81 大崗國中 鄭○淳
82 大成國中 楊○欣怡
83 大有國中 吳○茹
84 光明國中 陽○耶
85 清溪國中 丘○豪
86 龍岡國中 古○純
87 仁和國中 張○穎
88 仁和國中 簡○
89 青埔國中 曾○萱
90 興南國中 楊○傑
91 治平高中國中部 范○玫
92 平鎮國中 宋○宇
93 大園國中 游○雯
94 大園國中 尤○珺
95 大園國中 尤○永柏
96 經國國中 林○佳
97 東興國中 張○凱
98 中興國中 田○
99 大崗國中 邱○生
100 楊明國中 宗○恩
101 復旦高中國中部 黃○森
102 大溪國中 胡○
103 大崙國中 蕭○玲
104 自強國中 董○涵
105 凌雲國中 陳○婷
106 山腳國中 黃○庭
107 仁和國中 宋○蓁
108 仁和國中 曾○芩
109 仁和國中 胡○芸
110 青埔國中 陳○嘉
111 龍興國中 王○雅
112 龍興國中 潘○翎
113 石門國中 王○亘



114 石門國中 張○儒
115 石門國中 林○阜
116 大園國中 胡○綺
117 大園國中 吳○熙
118 經國國中 王○辰
119 中興國中 章○晏
120 大溪國中 楊○
121 過嶺國中 林○
122 大成國中 劉○霖
123 福豐國中 李○哲
124 大溪國中 李○靜
125 大溪國中 陳○
126 南崁國中 楊○安
127 凌雲國中 秦○雅
128 龜山國中 林○申
129 大成國中 樊○雲
130 東安國中 何○
131 南崁國中 林○恩
132 介壽國中 楊○璇
133 山腳國中 陳○綺
134 楊光國中 魏○含
135 平興國中 陳○偉
136 平興國中 周○熠
137 仁和國中 蘇○群
138 仁和國中 顧○美
139 仁和國中 陳○揚
140 仁和國中 曾○語
141 平鎮國中 王○慈
142 武漢國中 廖○承
143 中興國中 范○瑀
144 南崁國中 張○祺
145 南崁國中 蔡○樂
146 大有國中 吳○芸
147 大崗國中 林○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