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姓名 錄取 班級 姓名 錄取

308 楊O皜 正取 108 邱O逵 正取

506 陳O勛 正取 210 賴O祐 正取

601 謝O旬 正取 208 黃O臻 正取

502 張O桐 正取 210 郭O宏 正取

404 黃O舜 正取 101 吳O希 正取

301 黃O瑄 正取 305 高O富 正取

401 正取 109 游O皓 正取

507 莫O恩 正取 203 簡O皓 正取

407 吳O畇 正取 201 徐O杉 正取

409 徐O澧 正取 105 陳O熹 正取

401 楊O豫 正取 105 謝O陞 正取

409 熊谷OO 正取 309 林O哲 正取

508 葉O婷 正取 107 莫O謙 正取

601 昌O宇 正取 105 黃O恩 正取

406 昌O斌 正取 106 薛O喻 正取

208 何O璇 備取1

110 楊O諺 備取2

107 單O驊 備取3

201 葉O甫 備取4

308 黃O昇 備取5

106 林O安 備取6

301 黃O瑄 備取7

103 林O誠 備取8

102 賴O懋 備取9

310 陳O新 備取10

寒假社團(1)足球A班 08:40~10:10 寒假社團(2)足球B班  10:30~12:00

報名15人 錄取15人 報名44人 錄取15人



 

 

 

 

 

 

 

 

 

班級 姓名 錄取 班級 姓名 錄取

307 劉O溢 正取 304 林O昊 正取

307 李O澤 正取 304 王O滔 正取

409 黃O展 正取 404 張O勉 正取

309 王O道 正取 310 李O陽 正取

404 張O勉 正取 306 魏O昕 正取

305 郭O綸 正取 409 李O祐 正取

407 紀O誌 正取 306 游O幃 正取

407 黃O盛 正取 407 紀O誌 正取

304 梁O恩 正取 404 李O叡 正取

310 張O維 正取 407 黃O盛 正取

306 林O昇 正取 304 梁O恩 正取

404 周O軒 正取 310 張O維 正取

304 林O昊 正取 409 謝O澤 正取

405 顏O希 正取 404 周O軒 正取

404 王O霖 正取 404 王O霖 正取

310 陳O新 正取 310 陳O新 正取

405 林O崴 備取1 406 許O烜 備取1

304 陳O叡 備取2 307 李O澤 備取2

307 潘O宇 備取3 406 張O維 備取3

309 王O傑 備取4 407 吳O畇 備取4

404 李O叡 備取5 407 曾O梓 備取5

401 鍾O喆 備取6 309 王O傑 備取6

309 張O昊 備取7 408 王O崴 備取7

304 王O滔 備取8 402 尹O緯 備取8

308 黃O昇 備取9 310 陳O辰 備取9

寒假社團(3)籃球中年級A班 08:40~10:10

報名35人 錄取16人 報名32人 錄取16人

寒假社團(4)籃球中年級B班  10:30~12:00



 

 

 

 

 

 

 

  

班級 姓名 錄取 班級 姓名 錄取

502 黃O睿 正取 502 黃O睿 正取

502 劉O宏 正取 506 陳O勛 正取

606 劉O佑 正取 601 謝O旬 正取

503 李O鴻 正取 608 洪O廷 正取

607 高O軒 正取 503 洪O彧 正取

608 洪O廷 正取 501 游O元 正取

503 洪O彧 正取 603 李O函 正取

604 黃O滎 正取 501 吳O恩 正取

501 林O又 正取 506 陳O睿 正取

503 林O千 正取 109 馬O奇 正取

503 吳O恩 正取 607 姚O博 正取

506 陳O睿 正取 505 林O均 正取

607 姚O博 正取 109 蔡O光 正取

507 莫O恩 正取 508 葉O婷 正取

608 周O鋒 正取 504 蕭O瑋 正取

503 陳O瑢 正取 505 陳O葵 正取

508 葉O婷 正取

505 陳O葵 正取

601 楊O喆 備取1

606 劉O佑 備取2

604 楊O翰 備取3

604 黃O滎 備取4

504 魏O睿 備取5

507 羅O軒 備取6

501 吳O恩 備取7

503 李O鴻 備取8

507 莫O恩 備取9

寒假社團(5)籃球高年級A班 08:40~10:10

報名18人  錄取18人 報名25人 錄取16人

寒假社團(6)籃球高年級B班 10:30~12:00



 

 

 

 

 

 

班級 姓名 錄取 班級 姓名 錄取

108 邱O逵 正取 503 李O鴻 正取

307 李O澤 正取 405 林O崴 正取

106 莊O宥 正取 505 焦O才 正取

304 楊O華 正取 402 梁O維 正取

407 黃O福 正取 508 蕭O翔 正取

102 郭O妤 正取 203 徐O璿 正取

205 蕭O涵 正取 405 王O立 正取

203 簡O皓 正取 105 陳O熹 正取

103 林O旭 正取 501 林O又 正取

105 陳O熹 正取 505 蔡O甯 正取

404 李O叡 正取 210 郭O宏 正取

309 黃O涵 正取 404 周O軒 正取

309 林O哲 正取 607 姚O博 正取

109 簡O祐 正取 508 葉O婷 正取

306 王O瑀 正取 502 陳O絜 正取

201 徐O杉 備取1 404 王O霖 備取1

104 徐O庭 備取2 401 蕭O彤 備取2

107 趙O佑 備取3 503 林O丞 備取3

103 程O瑄 備取4 308 黃O昇 備取4

202 簡O梧 備取5 503 林O千 備取5

105 謝O陞 備取6 504 吳O鴻 備取6

401 鍾O喆 備取7 307 李O澤 備取7

103 簡O睿 備取8 405 徐O庭 備取8

109 馮O勳 備取9 502 張O桐 備取9

109 栢O祐 備取10 307 潘O宇 備取10

寒假社團(7)桌球初階班 08:40~10:10

報名47人 錄取15人 報名28人 錄取15人

寒假社團(8)桌球進階班 10:30~12:00



 

 

 

 

班級 姓名 審核 班級 姓名 審核

301 秦O岑 正取 304 林O昊 正取

109 陳O睿 正取 202 梁O佟 正取

402 林O歆 正取 109 程O村 正取

203 徐O璿 正取 108 羅O璿 正取

201 徐O晰 正取 109 游O皓 正取

504 吳O蓁 正取 603 曾O鈞 正取

505 卓O妤 正取 207 陳O琳 正取

401 陳O 正取 308 楊O皜 正取

203 曾O銓 正取 401 鍾O喆 正取

104 劉O薇 正取 404 李O叡 正取

404 黃O舜 正取 505 卓O妤 正取

303 橫山OO 正取 306 王O瑀 正取

201 鍾O孝 正取 105 黃O恩 正取

105 黃O恩 正取 508 葉O婷 正取

106 薛O喻 正取 305 陳O妘 正取

308 黃O昇 備取1 408 葉O璇 備取1

504 陳O煊 備取2 107 莫O謙 備取2

103 黃O皓 備取3 109 陳O霖 備取3

603 曾O鈞 備取4 107 趙O佑 備取4

104 劉O薇 備取5 104 劉O薇 備取5

508 李O庭 備取6 106 薛O喻 備取6

201 徐O杉 備取7 307 陳O融 備取7

109 游O皓 備取8 109 梁O睿 備取8

307 陳O融 備取9 201 鍾O孝 備取9

106 王O穎 備取10

寒假社團(9)扯鈴A班 08:40~10:10

報名45人 錄取15人 報名38人 錄取15人

寒假社團(10)扯鈴B班 10:30~12:00



 

班級 姓名 審核 班級 姓名 審核

408 詹O莎 正取 502 黃O甯 正取

407 林O靖 正取 105 王O硯 正取

108 羅O璿 正取 206 李O境 正取

502 張O桐 正取 102 邱O 正取

205 蕭O涵 正取 203 紀O銓 正取

102 邱O 正取 407 紀O誌 正取

201 徐O杉 正取 203 徐O璿 正取

508 陳O妤 正取 505 卓O妤 正取

309 黃O涵 正取 304 陳O希 正取

308 黃O昇 正取 109 簡O祐 正取

201 鍾O孝 正取 407 吳O瑜 正取

506 呂O麟 正取 205 紀O岑 正取

105 黃O恩 正取 105 邱O軒 正取

106 薛O喻 正取 106 薛O喻 正取

308 王O翎 正取 505 陳O葵 正取

209 林O甯 備取1

107 趙O佑 備取2 309 黃O涵 備取1

105 邱O軒 備取3 109 梁O睿 備取2

408 葉O璇 備取4 105 黃O恩 備取3

210 吳O霖 備取5 110 呂O恬 備取4

407 紀O誌 備取6 203 簡O皓 備取5

109 梁O睿 備取7 405 顏O希 備取6

202 簡O梧 備取8 409 林O婕 備取7

508 葉O婷 備取9 109 張O荃 備取8

409 謝O澤 備取10 107 李O語 備取9

寒假社團(11)羽球A班 08:40~10:10

報名58人 錄取15人 報名71人 錄取15人

寒假社團(12)羽球B班 10:30-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