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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忠 910001 01 尤○衣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02 02 方○平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05 03 白○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06 04 白○欣 私立康橋高中附設國中                    

高一忠 910007 05 成○怡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09 06 何○容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11 07 余○萱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15 08 吳○蒨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16 09 吳○婕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21 10 李○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24 11 李○姍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34 12 林○韖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37 13 林○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38 14 林○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40 15 林○涵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45 16 邱○嬡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47 17 金○華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50 18 徐○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52 19 徐○安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58 20 張○庭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60 21 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63 22 郭○萱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64 23 陳○璇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65 24 陳○婕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66 25 陳○欣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73 26 陳○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78 27 彭○熙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79 28 彭○瑜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82 29 曾○婷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83 30 游○茵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86 31 黃○華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91 32 黃○寧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92 33 黃○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098 34 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00 35 楊○霖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07 36 趙○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09 37 趙○淳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14 38 劉○伶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18 39 蔡○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21 40 蔡○襦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23 41 鄭○馨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27 42 閻○淇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30 43 謝○庭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31 44 鍾○芸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33 45 羅○語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忠 910136 46 蘇○芝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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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孝 910004 01 王○嵐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12 02 吳○涵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13 03 吳○芸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17 04 吳○栯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19 05 宋○葳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23 06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26 07 李○諭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27 08 李○艾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28 09 李○妮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30 10 李○安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31 11 杜○蓉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33 12 林○央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43 13 林○姸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49 14 孫○涵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53 15 張○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54 16 張○翎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55 17 張○禔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37 18 張○瑗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59 19 張○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61 20 許○庭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68 21 陳○玲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69 22 陳○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70 23 陳○佐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71 24 陳○羽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80 25 彭○萱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81 26 曾○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87 27 黃○辰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88 28 黃○晨 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90 29 黃○綺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96 30 黃○安 市立正德國中                            

高一孝 910097 31 黃○帆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099 32 楊○蓁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01 33 楊○潔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02 34 楊○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04 35 廖○祈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06 36 褚○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08 37 趙○穎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13 38 劉○伶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15 39 蔡○昀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17 40 蔡○珊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20 41 蔡○晴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22 42 鄭○晏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24 43 盧○蓁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26 44 賴○鴻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29 45 謝○晏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孝 910134 46 蘇○琪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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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仁 910003 01 王○伊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08 02 江○鈺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10 03 何○寧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14 04 吳○晨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18 05 呂○涵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20 06 李○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22 07 李○蓁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25 08 李○君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29 09 李○兒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32 10 林○綺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35 11 林○玲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36 12 林○儀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39 13 林○婷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41 14 林○歆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42 15 林○耘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44 16 邵○珊 臺北市私立華興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46 17 邱○誼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48 18 洪○妤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51 19 徐○耘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56 20 張○青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57 21 張○涵 市立光榮國中                            

高一仁 910062 22 連○晴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67 23 陳○妮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72 24 陳○璇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74 25 陳○軒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75 26 陳○恩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76 27 陳○宸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77 28 陳○羽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84 29 湯○樂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85 30 馮○妮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89 31 黃○蓁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93 32 黃○惟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94 33 黃○妍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095 34 黃○雯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03 35 楊○晴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05 36 廖○芯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10 37 趙○瑋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11 38 劉○安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12 39 劉○萱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16 40 蔡○函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19 41 蔡○暻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25 42 蕭○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28 43 霍○丞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32 44 鍾○臻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高一仁 910135 45 蘇○丹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