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身分證 招生組別 姓名

109724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美

109737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秀

109741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慈

108737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綺

N*****67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瑩

N*****411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妤

109067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軒

N*****26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武○苡

109722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薇

109088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  ○

D*****551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潔

108362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洪○婕

109068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潔

109741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蕙

109733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郭○助

109733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廖○先

109066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瑄

109068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許○櫻

L*****645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逸

B*****549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洪○君

I*****327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童○真

109737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董○辰

109084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誼

108737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婷

108084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龔○伶

I*****89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何○萱

P*****861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曾○穎

109735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微

P*****375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郭○毅

109068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涵

109737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凃○君

10906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鄭○憶

109413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佑

109736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周○平

109054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惠

108870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中

A*****737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朱○頡

109740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存



107741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邱○雯

10873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鈴

110102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賢

109736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芳

F*****512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慧

109735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鄭○秀

P*****731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澄

P*****531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燕

109733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怡

N*****776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蕭○溱

G*****41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余○諠

107737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廖○貽

110070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朔

P*****59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蓁

10773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穗

108732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戴○倫

10735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廖○呈

107357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珈

106760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沈○沁

Q*****846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翁○詩

I*****860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詩

108733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宋○容

109738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琳

108738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胡○芬

T*****857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孫○婷

109071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鄭○蓮

109061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均

107830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幃

10973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康○華

108259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賢

107356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宏

109067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阮○恩

108737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慧

107738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如

108732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霖

O*****365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  ○

106747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徐○容

N*****804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鐘○萲

I*****015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龔○伃



109747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郭○佳

10835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賴○儀

10974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樺

H*****931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瑄

10773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慧

109407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勝

P*****879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慧

110082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碩

B*****909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文

10935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君

10725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茹

109066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賢

M*****945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顏○鈞

108066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臻

108723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蘇○貞

109084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樺

109071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雅

10935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賴○辰

109354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穎

109061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盧○慧

109733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葉○寗

S*****632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名

109736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哲

109738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曹○湲

108363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詹○筑

109084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丁○慧

107875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琳

105671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蘇○倩

109736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伶

108067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蔣○璇

109871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齊

109084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羅○庭

Q*****495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徐○任

109363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顏○樺

110066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顏○娟

I*****895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純

109068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呂○周

108062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雯

109077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妤



109745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如

10848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萱

O*****853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緣

I*****195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賴○彤

10835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薛○青

108736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祝

108902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程  ○

110070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侯○芳

109737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蒨

107879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郭○群

108061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君

109744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何○勳

P*****738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莊○騏

108738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逸

109738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佳

109067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惠

110070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孫○融

109067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婷

108737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詹○閔

Q*****296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臻

108410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羅○婷

N*****415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胡○怡

108733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詹○琪

P*****021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又

109725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鄭○婷

Q*****659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慧

108361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珠

N*****984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胡○銓

10942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彤

108738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賴○淨

F*****565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余○恬

108413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茵

105692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宜

108078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倫

109358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芯

E*****264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楊○惠

P*****008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芳

108078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榮

P*****470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沈○儒



108745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郭○宏

R*****508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志

D*****620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璇

106081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妤

M*****709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江○億

10935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柔

108089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暄

109736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榕

107486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儀

108722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鄭○玲

Q*****980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凌○珈

10906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簡○釧

108385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萱

108356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譚○芯

108744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江○潔

108061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曾○渰

108096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揎

10674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萍

L*****047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彥

108072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翁○玉

N*****130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曾○淳

109364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綾

N*****472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妘

108357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霖

E*****780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佑

P*****314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丁○芫

106748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威

109383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正

106746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瀅

109432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誼

108061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樺

Q*****422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麥○孟

109095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劉○汝

109733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儀

108490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鈞

A*****170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林○宇

P*****7877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中

109312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蔡○婕

108417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竹



109060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籃○玲

D*****240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芬

R*****979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蘇○蓁

110088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瑄

J*****911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慈

K*****598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王○鴻

1072745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鄒○柔

R*****938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黃○甄

107883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盧○林

1056960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吳○融

P*****026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許○心

R*****470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容

108744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呂○玉

1097449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謝○安

108357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梅

L*****7833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宋○緻

109058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李○凌

1097364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蕭○文

N*****3478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張○芳

108384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高○歆

P*****0262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廖○慈

M*****3556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