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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國民中學「資優學生與大師對談活動」講座 

錄取名單 

(本錄取名單依學校筆劃排序) 

 
※注意事項： 

一、資優中心會發送邀請函(有會議室聯結)給每位錄取學員，請錄取學員收信並回覆。 

二、活動當日請準時上線，並請全程參與。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活動配合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政策及規定辦理， 

         相關防疫政策及規定如有調整，本防疫注意事項將配合修正。 

 四、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承辦李教師，聯絡電話:03-3698170分機 159；電子信箱： 

      wlsh159@email.wlsh.tyc.edu.tw。 

 

辦理時間：111年 6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 

活動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會議室代碼另以電子郵件通知)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八德國中 朱○聿 

2 大成國中 蔡○謙 

3 大成國中 歐○○嘉 

4 大成國中 張○雯 

5 大成國中 簡○緯 

6 大成國中 鄭○佳 

7 大成國中 侯○丞 

8 大成國中 王○宇 

9 大成國中 黃○璇 

10 大成國中 林○睿 

11 大成國中 邱○源 

12 大有國中 李○易 

13 大有國中 楊○勛 

14 大崗國中 陳○鋐 

15 大崗國中 卓○丞 

16 大崗國中 施○謙 

17 大崗國中 林○橋 

18 中壢國中 劉○貽 

19 中興國中 楊○宸 

20 中興國中 吳○宣 

21 中興國中 曾○丰 

22 中興國中 黃○鈞 

23 中興國中 簡○霖 

24 內壢國中 姚○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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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111年 6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 

活動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會議室代碼另以電子郵件通知) 

序號 學校 姓名 

25 內壢國中 張○嘉 

26 平南國中 儲○家 

27 平鎮國中 謝○桓 

28 平鎮國中 彭○軒 

29 平鎮國中 林○忱 

30 平鎮國中 彭○堯 

31 平鎮國中 何○新 

32 平鎮國中 陳○華 

33 平鎮國中 陳○仁 

34 平鎮國中 陳○宗 

35 平鎮國中 許○鈞 

36 平鎮國中 賴○琳 

37 平鎮國中 莫○瑀 

38 平鎮國中 古○中 

39 平鎮國中 劉○誠 

40 石門國中 邱○翔 

41 石門國中 黃○翔 

42 永豐高中國中部 許○菡 

43 同德國中 楊○霖 

44 同德國中 余○嫻 

45 東興國中 李○軒 

46 東興國中 廖○翔 

47 東興國中 呂○宸 

48 東興國中 黃○宸 

49 東興國中 李○誼 

50 東興國中 方○宇 

51 東興國中 黃○齊 

52 青埔國中 陳○敦 

53 青埔國中 陳○政 

54 青埔國中 紀○蓁 

55 青埔國中 王○珏 

56 青溪國中 魏○鈞 

57 青溪國中 簡○軒 

58 青溪國中 王○深 

59 建國國中 謝○宇 

60 建國國中 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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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111年 6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 

活動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會議室代碼另以電子郵件通知) 

序號 學校 姓名 

61 建國國中 張○華 

62 建國國中 魏○滔 

63 建國國中 呂○穎 

64 建國國中 吳○蒼 

65 建國國中 施○鈞 

66 建國國中 何○昇 

67 建國國中 江○儀 

68 建國國中 徐○璋 

69 建國國中 陳○閔 

70 建國國中 曾○詒 

71 振聲高中國中部 岳○唐 

72 振聲高中國中部 劉○賢 

73 振聲高中國中部 陳○靖 

74 振聲高中國中部 游○晴 

75 振聲高中國中部 王○又 

76 振聲高中國中部 陳○佑 

77 振聲高中國中部 吳○彥 

78 振聲高中國中部 楊○鴻 

79 振聲高中國中部 王○咏 

80 振聲高中國中部 趙○淳 

81 振聲高中國中部 林○安 

82 慈文國中 翁○恩 

83 慈文國中 呂○儒 

84 慈文國中 呂○毅 

85 慈文國中 陳○舞 

86 慈文國中 陳○廷 

87 慈文國中 葉○其 

88 慈文國中 吳○宸 

89 慈文國中 林○凱 

90 慈文國中 吳○穎 

91 慈文國中 郭○傑 

92 慈文國中 莊○貿 

93 慈文國中 黃○誠 

94 會稽國中 周○邑 

95 會稽國中 陳○凱 

96 會稽國中 楊○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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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111年 6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 

活動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會議室代碼另以電子郵件通知) 

序號 學校 姓名 

97 會稽國中 蘇○澤 

98 會稽國中 許○ 

99 會稽國中 鄭○軒 

100 會稽國中 楊○澐 

101 楊光國中小 連○葦 

102 楊梅國中 莊○詒 

103 楊梅國中 鍾○澤 

104 楊梅國中 莊○岑 

105 楊梅國中 楊○宇 

106 過嶺國中 劉○安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