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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 

【國文類】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國文類通過名單如下： 

國文-0001 陳Ｏ安 國文-0003 張Ｏ睿 國文-0004 吳Ｏ臻 國文-0005 廖Ｏ萱 國文-0006 蔡Ｏ鵬 

國文-0007 黃Ｏ奈 國文-0008 李Ｏ庭 國文-0010 劉Ｏ嘉 國文-0011 劉Ｏ伶 國文-0012 蔡Ｏ權 

國文-0013 劉Ｏ柔 國文-0015 黄Ｏ為 國文-0017 蔡Ｏ霏 國文-0018 詹Ｏ濬 國文-0019 李Ｏ葳 

國文-0020 許Ｏ雅 國文-0021 洪Ｏ晴 國文-0022 江Ｏ臻 國文-0024 任Ｏ真 國文-0025 林Ｏ彤 

國文-0026 黃Ｏ瑄 國文-0027 許Ｏ融 國文-0030 侯Ｏ宇 國文-0032 詹Ｏ宣 國文-0033 李Ｏ慈 

國文-0036 林Ｏ嫣 國文-0037 王Ｏ璟 國文-0038 鄺Ｏ薰 國文-0042 黃Ｏ立 國文-0043 劉Ｏ綺 

國文-0044 鄭Ｏ云 國文-0045 黃Ｏ淇 國文-0046 郭Ｏ均 國文-0048 張Ｏ竹 國文-0049 歐Ｏ妘 

國文-0050 周Ｏ釩 國文-0051 吳Ｏ家 國文-0052 易Ｏ璟 國文-0053 蕭Ｏ信 國文-0054 謝Ｏ妘 

國文-0055 陳Ｏ宇 國文-0056 徐Ｏ曜 國文-0057 孫Ｏ鈞 國文-0058 許Ｏ宸 國文-0059 胡Ｏ甄 

國文-0060 鄭Ｏ捷 國文-0061 張Ｏ瑜 國文-0062 莫Ｏ倫 國文-0063 楊Ｏ豫 國文-0064 陳Ｏ頡 

國文-0065 劉Ｏ妡 國文-0066 孫Ｏ鈞 國文-0068 黃Ｏ恩 國文-0069 王Ｏ元 國文-0070 游Ｏ翰 

國文-0071 黃Ｏ宸 國文-0073 施Ｏ涵 國文-0074 李Ｏ綺 國文-0076 廖Ｏ逸 國文-0077 傅Ｏ涵 

國文-0079 宋Ｏ容 國文-0080 吳Ｏ喻 國文-0081 楊Ｏ甯 國文-0087 林Ｏ叡 國文-0089 蕭Ｏ聖 

國文-0091 陳Ｏ心 國文-0093 許Ｏ恩 國文-0094 連Ｏ涵 國文-0095 何Ｏ霆 國文-0099 蕭Ｏ方 

國文-0100 侯Ｏ安 國文-0101 楊Ｏ享 國文-0102 李Ｏ泓 國文-0103 馮Ｏ桐 國文-0104 葉Ｏ穎 

國文-0105 黃Ｏ喬 國文-0106 謝Ｏ名 國文-0107 顏Ｏ庭 國文-0108 趙Ｏ晨 國文-0109 蕭Ｏ萱 

國文-0110 鄭Ｏ恩 國文-0111 許Ｏ棻 國文-0112 謝Ｏ豫 國文-0113 吳Ｏ賢 國文-0114 黃Ｏ崴 

國文-0115 呂Ｏ語 國文-0116 張Ｏ曦 國文-0117 謝Ｏ蓉 國文-0118 潘Ｏ燊 國文-0119 許Ｏ暘 

國文-0121 趙Ｏ秀 國文-0122 陳Ｏ典 國文-0123 龔Ｏ晴 國文-0124 李Ｏ侞 國文-0126 林Ｏ妤 

國文-0127 伍Ｏ安 國文-0130 范Ｏ恩 國文-0131 黃Ｏ甯 國文-0132 陳Ｏ富 國文-0133 邱Ｏ涵 

國文-0134 劉Ｏ莛 國文-0135 蔡Ｏ珅 國文-0136 謝Ｏ洵 國文-0138 吳Ｏ凡 國文-0140 翁Ｏ祐 

國文-0144 林Ｏ亭 國文-0145 鄭Ｏ萱 國文-0146 張Ｏ庭 國文-0147 周  Ｏ 國文-0148 黃Ｏ妘 

國文-0151 郭Ｏ伶 國文-0152 楊Ｏ涵 國文-0156 唐Ｏ鈞 國文-0165 阮Ｏ從 國文-0166 楊Ｏ凝 

國文-0167 吳Ｏ緯 國文-0168 施Ｏ廷 國文-0169 楊Ｏ璇 國文-0170 陳Ｏ鈞 國文-0171 陳Ｏ恩 

國文-0172 黃Ｏ澤 國文-0174 陳Ｏ妤 國文-0177 楊Ｏ安 國文-0179 盧Ｏ庭 國文-0181 林Ｏ薇 

國文-0182 冼Ｏ翔 國文-0184 林Ｏ妍 國文-0185 蔡Ｏ均 國文-0186 葉Ｏ暄 國文-0187 聶  Ｏ 

國文-0188 杜Ｏ羿 國文-0190 劉Ｏ嫙 國文-0192 江Ｏ瑩 國文-0193 林Ｏ辰 國文-0195 萬Ｏ謙 

國文-0202 呂Ｏ玠 國文-0207 謝Ｏ羲 國文-0209 曾Ｏ豪 國文-0210 陳Ｏ勻 國文-0211 李Ｏ潔 

國文-0212 陳Ｏ瑄 國文-0215 王Ｏ絹 國文-0217 曾Ｏ晴 國文-0219 陳Ｏ言 國文-0220 蔡Ｏ彥 

國文-0221 陳  Ｏ 國文-0223 陳Ｏ穎 國文-0224 翁Ｏ辰 國文-0225 楊Ｏ誼 國文-0227 鄭Ｏ荏 

國文-0228 范Ｏ毅 國文-0230 周Ｏ杉 國文-0231 林  Ｏ 國文-0232 周  Ｏ 國文-0233 陳Ｏ希 

國文-0235 白Ｏ泓 國文-0238 白Ｏ豪 國文-0239 施Ｏ允 國文-0240 杜Ｏ棻 國文-0241 李Ｏ萱 

以上共計 1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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