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報名單位

錄取人數：
443 名
列印頁數： 1 / 6
公告日期：106/07/11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60 于川閔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041 吳宇倫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61 于穎翔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01 吳孟庭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38 孔崧羽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30 吳宗恆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016 方柏翔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62 吳岳霖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55 方郁凱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76 吳承翰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41 毛邦丞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354 吳承翰

臺南市立仁德國中

1030207 王永盛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553 吳昊臻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73 王宇辰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68 吳東晉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31 王安珩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23 吳東諺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43 王佑新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550 吳杰叡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201 王辰宇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097 吳旻儒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018 王昭盛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222 吳信輝

臺南市立成功國中

1030001 王昱翔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10 吳俊叡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81 王柏文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033 吳彥鋒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058 王柏澂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99 吳律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14 王炳富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19 吳政持

王禹文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91 吳政緯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561 王郁翔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61 吳振華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61 王振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80 吳寅森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61 王書瑋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380 吳晨碩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39 王浩恩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383 吳閎昇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105 王健旭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061 吳瑋哲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54 王清弘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54 吳嘉祐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255 王翊誠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284 吳獻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38 王詩偉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056 呂泓熹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029 王麒信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47 呂翊誠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14071035 王騰頡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34 宋睿之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222 王黌証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04 李元萌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81 包凱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78 李天寶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57 甘士平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附設國中 30184

臺南市立新市國中

1030114 江佳晃

臺南市立新東國中

1030002 李侑澤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060 江宗翰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71 李宗信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74 江承恩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041 李宗宸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049 江柏緒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45 李忠諭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32 江浩睿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80 李承隆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65 江國棟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49 李易舜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064 何秉峰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233 李昀隆

個報國中

T1060119 何瑞耘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60 李雨宸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017

李甫儀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414 余允翔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中附設國中 1030213 李俊甫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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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443 名
列印頁數： 2 / 6
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1030090 李冠廷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33 林昕磊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72 李品毅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62 林秉彥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1030239 李哲儀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077 林冠勳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002 李師學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002 林宥辰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27 李晉豪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032 林宥勳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197 李浩誠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72 林政瑋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075 李益中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39 林昱誠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139 李偉倫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81 林柏融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071 李逢源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77 林洋廣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02 李揚

臺南市立關廟國中

1030107 林家暐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199 李楊霆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85 林哿綸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001 李肇軒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76 林敏崴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081 李寶德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57 林紳愈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22 李咏宬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99 林毓旻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386 杜名揚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265 林煜哲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15 杜承杰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203 林裕凱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13 杜忞諺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72 林詩凱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51 沈劭軒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06 林詮富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30 沈宗誼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21 林暐翔

臺南市立白河國中

1030209 沈穎佑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65 林毅賢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50 汪晧誠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50 林獻能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244 谷得恩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03 邱建綸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06 佟宇森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33 邱郁宸

卓品翰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228 邱恩祥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69 周立傑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59 邱硯杰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91 周廷勳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296 邱雍傅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27 周岦祥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51 邱韻誠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51 周柏沅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008 侯翰廷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097 周瑞欽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39 姜林旭崴

臺南市立關廟國中

1030161 周義賢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65 姜玟佐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062 周嘉宸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94 姚皓鈞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37 季靖翔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365 施立和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78 林子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09 施宥旭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73 林子祺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79 施昱成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34 林宏恩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91 施驊宸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30 林沅鴻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02 柯驊宸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069 林育辰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40 柳孝融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349 林宗賢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423 洪立宇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95 林承賢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411 洪立諺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006 林易賢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107 洪至朋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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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443 名
列印頁數： 3 / 6
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92 洪尚宏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07 張恩誠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75 洪承揚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85 張晉嘉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106 洪家丞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00 張康磊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149 洪振欽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06 張梓宸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292 洪偉傑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129 張凱皓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05 胡元碩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160 張博凱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48 胡文修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15 張景鈞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239 胡成瑋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12 張竣維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38 胡致嘉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175 張傳訢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268 胡原齊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29 張廣裕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60 范竣詠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155 張錦昌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20 唐辰豪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76 梁廷謚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68 唐國銘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136 梁育銓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56 孫明雍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101 梁智堯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668 孫聖硯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38 莫少箴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124 徐文謙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239 莊曜駿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106 徐偉宬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00 莊鎮澤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72 晁敬恒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49 許文明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81 翁浩軒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360 許伯章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131 翁堂崴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62 許育誠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76 馬元奕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60 許信傑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242 高宇霆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10 許家崴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288 高崇睿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04 許庭彬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035 高博彥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16 許博約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490 高嘉陽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09 許皓鈞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121 高誌彬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16 許竣堯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33 康家睿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65 連繹翔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068 康寗翔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22 郭人誠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31 張子敬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392 郭文斌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25 張文謙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070 郭立德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163 張弘頎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284 郭丞恩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14 張立廷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03 郭育銘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202 張宇翔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54 郭孟奇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19 張佑賢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43 郭冠霆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35 張承翰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203 郭奕新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76 張明嘉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附設國中

1030032 郭庭瑋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203 張秉彥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151 郭祐銘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28 張哲瑜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622 郭勝弘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037 張峻瑋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56 郭陽光

臺南市立玉井國中

1030024 張恩誠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10 郭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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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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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250 陳子霖

個報國中

臺南市立龍崎國中

1030007 陳文輝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157 陳楷翔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12 陳加桐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附設國中 30190

臺南市立關廟國中

1030236 陳永同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65 陳鉑堯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18 陳孝章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32 陳僖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04 陳孟澤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60 陳榮傑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19 陳泓鈞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08 陳榮華

臺南市立安定國中

1030136 陳秉穎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16 陳緯紘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62 陳亭瑋

臺南市立南寧高中附設國中

1030073 陳瑨嘉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22 陳俊泰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31 彭祈恩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111 陳冠廷

臺南市立下營國中

1030145 曾右陞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045 陳冠廷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98 曾奕程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18 陳則融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009 曾政元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30 陳奕中

臺南市立西港國中

1030056 曾羿凱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370 陳奕翔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047 游承勳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26 陳奕齊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469 游浩強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14 陳宣宇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44 買政瑋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080 陳建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87 黃于蘅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32 陳思恩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06 黃丞鋒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10 陳昭宇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03 黃任謙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51 陳昱恆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01 黃佑宇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41 陳柏男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26 黃邦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25 陳柏菖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22 黃宗正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18 陳柏愷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28 黃品睿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95 陳柏瑋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01 黃威証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73 陳柏瑋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47 黃威誠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60 陳柏融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73 黃宥齊

臺南市光華高中附設國中

1030018 陳致軒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77 黃建嘉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86 陳致鈞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56 黃昱勛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223 陳重宏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31 黃柏維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562 陳重廷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84 黃柏儒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60 陳韋廷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224 黃柏諭

個報國中

T1060171 陳韋捷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50 黃羿銘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628 陳昶盛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17 黃茂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51 陳竑曄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910 黃郁傑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42 陳家明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68 黃恕仁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80 陳振碩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022 黃振崴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82 陳智遠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535 黃振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039 陳皓然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18 黃益昌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11 陳琤淯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24 黃紹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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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443 名
列印頁數： 5 / 6
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13 黃傑佑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20 劉洺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19 黃鼎傑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62 劉哲宏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446 黃暐豪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131 劉家瑋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037 黃頎洲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373

劉祐辰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343 黃維霆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附設國中 30163

劉祖弦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069 黃慕恩

臺南市立關廟國中

1030072 歐仕斌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47 楊子敬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61 歐彥廷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77 楊名聲

臺南市立安定國中

1030188 歐陽英傑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113 楊宗樺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24 潘呈翰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45 楊宗叡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045 潘泓斌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92 楊承穆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284 潘建長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112 蔣佳興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352

楊家盛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128 楊啟斌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65 蔣宗全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02 楊凱杰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068 蔡元智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60 楊凱勝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36 蔡世玄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84 楊凱翔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64 蔡佳峻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72 楊博翔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067 蔡宗育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53 楊博翔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113 蔡宗霖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64 楊皓麟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83 蔡承志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251 楊舜閎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01 蔡承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103 楊詠杰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411 蔡承霖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28 楊睿喆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37 蔡東哲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16 楊穎丞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536 蔡秉蒼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92 葉力齊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274 蔡政哲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14 葉育誠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213 蔡瑞勳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071 葉柏廷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503 蔡碩豐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677 葉郅暐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73 蔡鎧丞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181 葛毓天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81 鄭立暘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028 裘立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64 鄭丞智

臺南市立東山國中

1030031 詹天羽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21 鄭亦凱

臺南市立新市國中

1030133 詹啟煌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046 鄭宇翔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072 廖冠語

臺南市立沙崙國中

1030041 鄭偉宏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369 廖唯廷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391 鄭硯臣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81 趙俊豪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146 鄭翔元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27 趙稚富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78 鄭新儒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

1030110 劉宗鎧

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中

1030073 鄭爵毅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159 劉秉諴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69 鄧揚勳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271 劉昱逢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15 盧伯銓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375 劉柏辰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32 盧冠宇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068 劉柏緯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80 盧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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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男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報名單位

錄取人數：
443 名
列印頁數： 6 / 6
公告日期：106/07/11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228 盧彥君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413 蘇顯明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31 盧柏豪

臺南市立山上國中

1030017 凃閔嘉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306 盧楷勳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73 龎學彣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079 蕭鈺宸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90 賴宏訓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82 賴冠毓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127 賴原民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67 賴晉丞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259 戴志睿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35 薛立民

個報國中

T1060010 薛家政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401 薛僑議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410 薛瑭睿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19 謝仕桓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046 謝仲崴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91 謝宗勳

臺南市興國高中附設國中

B30094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39 謝承佑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103 謝牧軒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09 謝浚脩

臺南市立南新國中

1030115 謝翔宇

臺南市立仁德國中

1030015 簡兆威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315 顏璟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407 魏天鋒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64 魏旭堂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68 魏愷嶔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58 羅紹中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293 蘇天佑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156 蘇天威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64 蘇育民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415 蘇冠維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87 蘇品丞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320 蘇柏誠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143 蘇致升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51 蘇哲賢

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中

1030072 蘇振閎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06 蘇偉崲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70 蘇啟宏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30 蘇群翔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202 蘇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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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女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222 名
列印頁數： 1 / 3
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安定國中

1030019 方詩媛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082 李載怡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85 王文芳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32 李緯衫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571 王忻融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12 李懿珍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86 王芃詒

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中

1030051 杜孟慈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36 王昕旆

臺南市立後壁國中

1030004 沈美夆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61 王玟晴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476 汪詩屏

臺南市立東原國中

1030017 王亭雅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90 谷品榕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28 王品淳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089 卓詩函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79 王郁吟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33 周韋彤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019 王郁雯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047 周庭宇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215 王茜儀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004 周雅婷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90 王嵐曦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65 林以欣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076 王紫萱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22 林羽柔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26 王新依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33 林辰瑜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99 王資淳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195 林佩嬅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061 王靖淩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541 王嘉怡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104 林雨葶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045 王瀅緁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164 林雨蝶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619 王韻婷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203 林羿樺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56 甘郁文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136 林郁宸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61 甘庭毓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24 林家宇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39 朱怡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59 林珮韻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501 余晏苓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34 林楨嬑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426 吳佳蓉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60 林鈺惠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37 吳佳蓁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617 林鈺瑄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053 吳佳穗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031 林嘉玲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174 吳品萱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050 武紜綺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21 吳思諭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350 邱妤婕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434 吳美慈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392 邱品芷

吳苡甄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00 侯仁薰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83 吳純妤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57 侯婷語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60 吳茹雰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629 姜言熹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140 李妮芬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30 姜禹甄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193 李定桓

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中

1030061 施安妮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209 李奕欣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28 柯文蕙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185 李姿萱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050 柯佳妤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01 李宥萱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09 洪婉瑜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122 李家瑜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60 洪莉綺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01 李家甄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023 洪翊瑄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89 李祐爾

臺南市立仁德國中

1030108 洪喻喬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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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科組名稱： 101
普通科
招生性別： 女生
報名單位

學號

﹝依姓氏排序﹞
姓名

錄取人數：
222 名
列印頁數： 2 / 3
公告日期：106/07/11

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53 洪紫萍

臺南市立和順國中

1030246 陳芊筠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627 胡元凡

臺南市立南新國中

1030381 陳佳敏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203 胡晏綾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613 陳佳萱

臺南市立善化國中

1030086 胡源芳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53 陳姍妮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32 韋亞辰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087 陳怡芊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94 倪郁雯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臺南市立安南國中

1030404 徐婕華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154 陳欣妤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049 徐琬宜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237 陳俐伽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511 徐新茹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75 陳俞臻

臺南市立關廟國中

1030095 徐筠倩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251 陳奕珊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04 徐薇閔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089 陳奕蓁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29 袁怡安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83 陳宣愉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629 高婕瑜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05 陳彥雯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18 高詩媛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56 陳彥蓁

臺南市立麻豆國中

1030036 高嘉彣

臺南市私立昭明國中

1030084 陳映竹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073 張之瑜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084 陳映妤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48 張若鎵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098 陳柔辰

臺南市立楠西國中

1030036 張珮縈

個報國中

T1060047 陳祈聿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027 張祐瑜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43 陳香伶

個報國中

T1060150 張祐綸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63 陳恩綺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505 張斯涵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430 陳葦縈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23 張楷苓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188 陳瑋慈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35 張瑜邠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026 陳筱昀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1030130 張鈺玟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114 陳語柔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413 張簡若涵

臺南市立新化國中

1030022 章尹睿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510 梁予瀞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566 傅品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061 莊玉禪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54 傅祈嘉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181 許妤婕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126 程星妤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78 許芳綺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211 黃妤婷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282 許家馨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23 黃沛樺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040 許華容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55 黃佩盈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06 許萓緁

臺南市立學甲國中

1030005 黃品柔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61 許睿玲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255 黃彩綸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50 郭欣瑤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330 黃涵婕

臺南市立仁德國中

1030085 郭郁薇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228 黃婕妮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514 郭庭羽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608 黃琪雯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863 郭婕如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33 黃萱予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441 陳巧玲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98 黃鈺蓉

臺南市立鹽水國中

1030089 陳妤玲

臺南市立六甲國中

1030158 黃維芳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41 陳芊妤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462 黃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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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210303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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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
招生性別：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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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依姓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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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人數：
222 名
列印頁數：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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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單位

學號

姓名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257 黃馨儀

臺南市立新市國中

1030195 盧珮君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303 楊又嘉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12 賴欣妤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26 楊仁溦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88 賴祈樺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138 楊心妤

臺南市興國高中附設國中

B30233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386 楊珮妤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1030249 戴方儀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262 楊婉琳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

1030489 戴怡姍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129 楊捷心

臺南市立安順國中

1030233 鍾雨倫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21 楊晴雯

臺南市立仁德國中

1030089 鍾芮恩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603 楊筑茵

臺南市立大橋國中

1030317 顏子晴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中附設國中 1030090 楊貽薰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320 顏佑珊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055 楊絜安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1030307 魏可勛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637 楊馥嘉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095 魏亦歆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768 楊麗芳

臺南市立南化國中

1030007 羅亮惟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027 葉于瑄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172 羅英綺

臺南市立安平國中

1030376 葉宜蓁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320 羅雪萍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1030096 葉昱姍

臺南市立忠孝國中

1030195 嚴于真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241 詹宜蓁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1030160 蘇怡臻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082 賈若恩

臺南市立麻豆國中

1030045 蘇昀瑢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1030510 趙萃

臺南市立新東國中

1030056 蘇奕儒

臺南市立延平國中

1030069 劉子勤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30308 蘇郁珊

賴渟文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中附設國中 1030211 劉季筠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1030389 蘇郁捷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0234 歐宸妤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附設國中 30374

1035085 蘇韋珊

潘羿棻

個報國中

T1060132 蔡宛庭

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1030388 蔡欣晏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1030364 蔡秉容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239 蔡萱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134 蔡慧妏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1030232 蔡穎欣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027 鄭宇芯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1030300 鄭旨岑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264 鄭有容
臺南市私立聖功女中附設國中 1030086 鄭羽芝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

1030236 鄭妤歆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026 鄭宛容

臺南市立大成國中

1030189 鄭芮珺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

1030639 鄭柔儀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中附設國中 1030254 鄭郁璇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

1030611 鄧汶林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1035358 魯育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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