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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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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類通過名單如下：
數理-0003 王Ｏ翔

數理-0004 鄭Ｏ宏

數理-0006 張Ｏ頡

數理-0007 林Ｏ恩

數理-0009 李Ｏ博

數理-0010 魏Ｏ兆

數理-0012 蕭Ｏ傑

數理-0017 賀

Ｏ

數理-0018 黃Ｏ緁

數理-0019 李Ｏ佑

數理-0020 何Ｏ禮

數理-0023 陳Ｏ錡

數理-0025 邱Ｏ洋

數理-0026 蘇Ｏ恩

數理-0027 張Ｏ凱

數理-0029 曾Ｏ銓

數理-0033 潘Ｏ安

數理-0035 王Ｏ筑

數理-0036 陳Ｏ安

數理-0038 周Ｏ葦

數理-0040 樊Ｏ軒

數理-0044 陳Ｏ宜

數理-0045 資Ｏ瑜

數理-0046 楊Ｏ婷

數理-0048 沈Ｏ昱

數理-0049 林Ｏ錡

數理-0052 邱Ｏ鈞

數理-0053 徐Ｏ豐

數理-0054 李Ｏ爲

數理-0055 馬Ｏ軒

數理-0056 施Ｏ辰

數理-0057 林

Ｏ

數理-0058 呂Ｏ翎

數理-0059 簡Ｏ儀

數理-0060 李Ｏ蕾

數理-0061 何Ｏ粲

數理-0062 張Ｏ弈

數理-0063 施Ｏ愛

數理-0064 張Ｏ語

數理-0065 白Ｏ恩

數理-0066 鄭Ｏ捷

數理-0067 孫Ｏ美

數理-0068 吳Ｏ緯

數理-0069 李

Ｏ

數理-0074 沈Ｏ薇

數理-0075 陳Ｏ軒

數理-0076 陳Ｏ鈞

數理-0077 王Ｏ馨

數理-0078 李Ｏ喆

數理-0079 曾Ｏ潔

數理-0080 蕭Ｏ羽

數理-0081 林Ｏ妍

數理-0082 王Ｏ鈞

數理-0083 吳Ｏ霆

數理-0084 陳Ｏ穎

數理-0086 邱Ｏ閎

數理-0087 賴Ｏ迦

數理-0088 陳Ｏ申

數理-0089 林Ｏ融

數理-0090 夏Ｏ友

數理-0091 呂Ｏ安

數理-0092 許Ｏ碩

數理-0093 許Ｏ傑

數理-0094 邱Ｏ毅

數理-0095 黄Ｏ毅

數理-0096 張Ｏ勛

數理-0097 葉Ｏ誠

數理-0098 王Ｏ婷

數理-0099 程Ｏ璇

數理-0101 徐Ｏ瑄

數理-0102 張Ｏ軒

數理-0103 黃Ｏ樂

數理-0104 蘇Ｏ瑞

數理-0105 陳Ｏ榕

數理-0106 葉Ｏ霆

數理-0107 林Ｏ澄

數理-0108 柳Ｏ育

數理-0110 蘇Ｏ恩

數理-0113 劉Ｏ瑄

數理-0122 賴Ｏ希

數理-0123 葉Ｏ宇

數理-0124 鄭Ｏ霙

數理-0125 謝Ｏ齊

數理-0129 譚Ｏ禾

數理-0133 黃Ｏ佑

數理-0135 李Ｏ婕

數理-0136 汪Ｏ宸

數理-0137 朱Ｏ霆

數理-0138 李Ｏ熙

數理-0139 邱Ｏ鈞

數理-0141 曾Ｏ儀

數理-0143 許Ｏ睿

數理-0145 呂Ｏ如

數理-0148 曾Ｏ儒

數理-0152 汪Ｏ耀

數理-0153 林Ｏ彥

數理-0154 李Ｏ鍵

數理-0155 吳Ｏ頡

數理-0156 周Ｏ辰

數理-0157 莊Ｏ予

數理-0158 楊Ｏ硯

數理-0159 蔡Ｏ蓒

數理-0160 陳Ｏ崴

數理-0161 詹Ｏ承

數理-0164 吳Ｏ羲

數理-0169 林Ｏ甫

數理-0171 李Ｏ萱

數理-0173 林Ｏ飛

數理-0175 呂Ｏ璇

數理-0179 洪Ｏ毅

數理-0182 楊Ｏ俊

數理-0184 薛Ｏ翔

數理-0189 梁Ｏ帆

數理-0194 林Ｏ鈞

數理-0198 陳Ｏ祺

數理-0199 曾Ｏ源

數理-0201 楊

Ｏ

數理-0203 廖Ｏ禕

數理-0209 陳Ｏ翔

數理-0211 吳Ｏ穎

數理-0218 周Ｏ妃

數理-0219 陳Ｏ文

數理-0220 蔡Ｏ庭

數理-0222 王Ｏ皓

數理-0223 高Ｏ哲

數理-0224 佘Ｏ翰

數理-0226 關Ｏ文

數理-0227 李Ｏ寬

數理-0228 洪Ｏ喬

數理-0230 林Ｏ謙

數理-0231 吳Ｏ蒨

數理-0233 許Ｏ熹

數理-0235 曾Ｏ寬

數理-0236 王Ｏ宇

數理-0237 林Ｏ希

數理-0238 江Ｏ叡

數理-0239 王Ｏ閎

數理-0240 沈Ｏ祐

數理-0241 陳Ｏ睿

數理-0243 林Ｏ良

數理-0244 陳Ｏ寬

數理-0245 王Ｏ璽

數理-0246 張Ｏ睿

數理-0247 陳Ｏ廷

數理-0249 詹Ｏ元

數理-0250 洪Ｏ雅

數理-0252 呂Ｏ廷

數理-0253 林Ｏ辰

數理-0254 張Ｏ太

數理-0255 鄭Ｏ元

數理-0257 高Ｏ羽

數理-0258 陳Ｏ同

數理-0259 吳Ｏ宏

數理-0260 唐Ｏ頡

數理-0261 張Ｏ馨

數理-0262 李Ｏ武

數理-0263 方Ｏ茜

數理-0264 張Ｏ詠

數理-0266 賴Ｏ諭

數理-0268 陳Ｏ承

數理-0269 鄭Ｏ辰

數理-0270 吳Ｏ聿

數理-0272 吳Ｏ廷

數理-0274 吳Ｏ宇

數理-0275 黎Ｏ碩

（承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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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數理-0277 呂Ｏ安

數理-0278 高Ｏ維

數理-0282 陳Ｏ宇

數理-0283 羅Ｏ翔

數理-0284 陳Ｏ穎

數理-0285 張Ｏ睿

數理-0287 李Ｏ諺

數理-0290 李Ｏ柔

數理-0292 陳Ｏ勳

數理-0293 陳Ｏ泓

數理-0294 林Ｏ呈

數理-0295 蔡Ｏ宏

數理-0297 陳Ｏ璇

數理-0300 林Ｏ霆

數理-0303 陳Ｏ衡

數理-0304 周Ｏ毅

數理-0306 謝Ｏ達

數理-0312 陳Ｏ琳

數理-0313 李Ｏ宇

數理-0314 徐

數理-0315 張Ｏ絜

數理-0316 林Ｏ軒

數理-0317 張Ｏ聿

數理-0318 葉Ｏ宇

數理-0319 劉Ｏ順

數理-0320 丁Ｏ允

數理-0326 許Ｏ睿

數理-0328 徐Ｏ洋

數理-0329 潘Ｏ希

數理-0331 吳Ｏ宸

數理-0332 陳 Ｏ

數理-0339 陳Ｏ沅

數理-0340 李裴ＯＯ

數理-0341 陳Ｏ翰

數理-0348 林Ｏ丞

數理-0350 吳Ｏ珩

數理-0351 許Ｏ睿

數理-0352 丁Ｏ恩

數理-0354 林Ｏ沁

數理-0355 楊Ｏ琍

數理-0358 俞Ｏ悦

數理-0359 金Ｏ霖

數理-0361 李Ｏ穎

數理-0362 陳Ｏ菁

數理-0364 張Ｏ宸

數理-0367 洪Ｏ桐

數理-0368 吳Ｏ叡

數理-0369 廖Ｏ融

數理-0370 粘Ｏ齊

數理-0371 倪Ｏ芸

數理-0372 周Ｏ翔

數理-0373 翁Ｏ千

數理-0374 馬Ｏ倫

數理-0375 林Ｏ甯

數理-0377 黃Ｏ淳

數理-0379 鄧Ｏ予

數理-0381 陳Ｏ宇

數理-0382 鍾Ｏ宏

數理-0383 江Ｏ嫻

數理-0384 劉Ｏ彤

數理-0387 張Ｏ軒

數理-0389 鄭Ｏ澤

數理-0390 黃Ｏ巖

數理-0393 徐Ｏ宸

數理-0394 黃Ｏ絜

數理-0399 林Ｏ辰

數理-0400 薄Ｏ瀚

數理-0401 林Ｏ圜

數理-0402 黃Ｏ瑄

數理-0404 姚Ｏ聰

數理-0407 潘Ｏ蓁

數理-0410 黃Ｏ嘉

數理-0413 王Ｏ權

數理-0414 洪Ｏ均

數理-0415 鍾Ｏ鈞

數理-0416 邱Ｏ芙

數理-0418 林

Ｏ

數理-0419 徐Ｏ霆

數理-0420 陳Ｏ澄

數理-0421 游Ｏ恩

數理-0422 李Ｏ羽

數理-0424 陳Ｏ蓉

數理-0425 馬Ｏ基

數理-0426 陳Ｏ樂

數理-0427 盧Ｏ嘉

數理-0429 林Ｏ立

數理-0430 趙Ｏ傑

數理-0431 李Ｏ瑄

數理-0432 張Ｏ欣

數理-0433 林Ｏ安

數理-0434 林Ｏ萱

數理-0435 張Ｏ涵

數理-0436 陳Ｏ婕

數理-0438 陳Ｏ銘

數理-0440 李Ｏ生

數理-0441 王Ｏ謙

數理-0442 謝Ｏ淇

數理-0443 劉Ｏ宇

數理-0444 蔣Ｏ昀

數理-0445 高Ｏ彣

數理-0446 蕭Ｏ廸

數理-0447 尹Ｏ暄

數理-0448 林Ｏ逸

數理-0449 黃Ｏ崴

數理-0450 呂Ｏ萱

數理-0451 李Ｏ翰

數理-0455 李Ｏ沂

數理-0457 方Ｏ宏

數理-0459 陳Ｏ崴

數理-0460 黃Ｏ瑾

數理-0461 黃Ｏ倫

數理-0462 王Ｏ富

數理-0464 徐Ｏ元

數理-0465 楊Ｏ諺

數理-0466 曹Ｏ可

數理-0468 賴Ｏ齊

數理-0470 呂Ｏ銘

數理-0471 許Ｏ豪

數理-0472 陳Ｏ安

數理-0474 鄧Ｏ甯

數理-0475 謝Ｏ敬

數理-0476 葉Ｏ暄

數理-0479 謝Ｏ筠

數理-0480 呂Ｏ毅

數理-0481 鄧Ｏ粞

數理-0484 范Ｏ愷

數理-0485 陳Ｏ睿

數理-0487 陳Ｏ璇

數理-0488 陳Ｏ丞

數理-0489 曾Ｏ得

數理-0493 林Ｏ晴

數理-0494 陳Ｏ翎

數理-0497 潘Ｏ妍

數理-0498 鄧Ｏ妤

數理-0500 簡Ｏ翎

數理-0502 古Ｏ以

數理-0503 張Ｏ華

數理-0505 鄭Ｏ穎

數理-0508 張Ｏ嘉

數理-0510 方Ｏ喆

數理-0511 呂Ｏ展

數理-0512 徐Ｏ晏

數理-0514 陳Ｏ丞

數理-0516 謝Ｏ諭

數理-0517 曾Ｏ芮

數理-0519 羅Ｏ凱

數理-0520 謝Ｏ萱

數理-0521 張Ｏ瀚

數理-0522 黃Ｏ翔

數理-0525 林Ｏ勳

數理-0526 葉Ｏ葳

數理-0527 王Ｏ儀

數理-0530 林Ｏ伯

數理-0534 陳Ｏ宇

數理-0536 呂Ｏ嘉

數理-0538 鐘Ｏ祥

數理-0539 賴Ｏ彣

數理-0541 楊Ｏ翎

數理-0544 李Ｏ鋐

數理-0549 李Ｏ誼

數理-0550 周Ｏ平

數理-0551 林Ｏ喆

數理-0552 洪Ｏ盛

數理-0553 錢Ｏ妮

數理-0554 謝Ｏ軒

數理-0555 賴Ｏ龍

數理-0561 許Ｏ綸

數理-0563 潘Ｏ豪

數理-0567 陳Ｏ羽

數理-0569 宋Ｏ允

數理-0571 吳Ｏ叡

數理-0572 林Ｏ軒

數理-0574 林Ｏ君

數理-0575 林Ｏ婕

數理-0576 謝Ｏ汧

數理-0577 朱Ｏ鋐

數理-0579 葉Ｏ恩

數理-0580 陳Ｏ諺

數理-0581 邱Ｏ傑

數理-0583 潘Ｏ霖

（承接下頁）

2

Ｏ

（承接上頁）
數理-0586 蔣Ｏ恩

數理-0588 林Ｏ毅

數理-0591 王Ｏ仁

數理-0592 陳Ｏ瑜

數理-0593 馮Ｏ祐

數理-0594 吳Ｏ儀

數理-0596 莊Ｏ安

數理-0598 丁Ｏ芮

數理-0599 曾Ｏ喬

數理-0600 曾Ｏ桓

數理-0602 林Ｏ毅

以上共計 35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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