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編號 姓名 畢業國中名稱

S001 侯○廷 私立文興高中國中部

S002 黃○妍 私立文興高中國中部

S003 葉○淇 私立文興高中國中部

S004 蕭○晴 私立文興高中國中部

S005 吳○潔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06 李○甯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07 張○甄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08 鄭○柔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09 謝○妮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10 韓○芳 私立精誠高中國中部

S011 張○彤 縣立二水國中

S012 洪○宣 縣立二林高中國中部

S013 洪○琪 縣立二林高中國中部

S014 吳○ 縣立大同國中

S015 邱○萱 縣立大同國中

S016 許○云 縣立大同國中

S017 蔣○瑄 縣立大同國中

S018 蕭○庭 縣立大同國中

S019 賴○妤 縣立大同國中

S020 賴○顬 縣立大同國中

S021 徐○茿 縣立大村國中

S022 彭○芸 縣立大村國中

S023 洪○芸 縣立大城國中

S024 楊○媛 縣立北斗國中

S025 鐘○ 縣立北斗國中

S026 范○甄 縣立永靖國中

S027 鄭○涵 縣立永靖國中

S029 許○茜 縣立田中高中國中部

S031 蘇○萱 縣立田中高中國中部

S032 巫○諭 縣立田尾國中

S033 廖○珊 縣立田尾國中

S034 詹○淇 縣立成功高中國中部

S035 趙○恩 縣立成功高中國中部

S036 陳○安 縣立竹塘國中

S037 楊○蓓 縣立竹塘國中

S038 尤○庭 縣立伸港國中

S039 黃○婷 縣立伸港國中

S040 高○棠 縣立秀水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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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1 張○芸 縣立秀水國中

S042 郭○榛 縣立秀水國中

S043 董○紋 縣立秀水國中

S044 蔡○婕 縣立秀水國中

S046 陳○云 縣立和美高中國中部

S047 謝○軒 縣立和美高中國中部

S048 李○妤 縣立和群國中

S049 林○儀 縣立和群國中

S050 游○穎 縣立明倫國中

S051 劉○云 縣立明倫國中

S052 徐○媛 縣立社頭國中

S053 蕭○安 縣立社頭國中

S054 張○茵 縣立芬園國中

S055 曾○溱 縣立花壇國中

S056 蕭○軒 縣立花壇國中

S057 洪○媛 縣立芳苑國中

S058 張○瑜 縣立信義國中（小）

S059 蔡○文 縣立原斗國中（小）

S060 張○姝 縣立員林國中

S061 楊○嫺 縣立員林國中

S062 詹○晴 縣立員林國中

S063 羅○榕 縣立埔心國中

S064 陳○瑾 縣立埔鹽國中

S065 陳○縈 縣立草湖國中

S066 劉○妤 縣立埤頭國中

S067 蔡○珊 縣立埤頭國中

S068 鄭○緯 縣立鹿江國際國中（小）

S069 王○媮 縣立鹿港國中

S070 吳○蓁 縣立鹿港國中

S071 施○媗 縣立鹿港國中

S072 郭○亦 縣立鹿港國中

S073 劉○瑜 縣立鹿港國中

S074 賴○如 縣立鹿港國中

S075 王○君 縣立鹿鳴國中

S076 鐘○嫻 縣立鹿鳴國中

S077 江○語 縣立陽明國中

S078 吳○茜 縣立陽明國中

S079 陳○捷 縣立陽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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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0 楊○雅 縣立陽明國中

S081 廖○萱 縣立溪州國中

S082 何○緣 縣立溪湖國中

S083 洪○妘 縣立溪湖國中

S084 蒲○倢 縣立溪湖國中

S085 劉○妤 縣立溪湖國中

S086 陳○妤 縣立萬興國中

S087 吳○萱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S088 張○涵 縣立彰安國中

S089 賴○嫺 縣立彰安國中

S090 吳○綺 縣立彰泰國中

S091 李○芯 縣立彰泰國中

S092 林○鈴 縣立彰泰國中

S093 許○珊 縣立彰泰國中

S094 陳○妤 縣立彰泰國中

S095 陳○勻 縣立彰泰國中

S096 林○恩 縣立彰德國中

S097 魏○岑 縣立彰德國中

S098 田○愛 縣立彰興國中

S099 李○儀 縣立彰興國中

S100 谷○渝 縣立彰興國中

S101 張○綸 縣立彰興國中

S102 陳○ 縣立彰興國中

S103 黃○浵 縣立彰興國中

S104 藍○瑜 縣立彰興國中

S105 呂○瑀 縣立福興國中

S106 陳○穎 縣立福興國中

S107 陳○霓 縣立線西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