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桃園市 111 年度暑期線上學生多元資優潛能營 

「你，資優生，與世界第一學府」錄取名單 

※本錄取名單，承辦單位依據實施計畫規範，保有最終審核之權利。 

(本錄取名單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序) 

 

※注意事項： 

(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確保參與活動人員健康，本活動採視訊

模式辦理【需自備電腦（具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手機或平板】，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政策及規定如有調整，本防疫注意事項將配合

修正。資優中心會將錄取者電子郵件直接匯入會議室並以個別電子郵件通

知，請務必收件，避免影響參與權利。 

(二) 正取學員因故無法參加線上營隊活動者，請於 111年 7月 26日(星期二)中

午 12時前，主動電話聯繫資優中心張教師(03-3698170分機 154)。 

(三) 活動當日請務必於上午 9時 20分前進入線上會議室，並請全程參與；倘無

故未全程參與營隊活動，且係歸責於學生因素者，將喪失日後參與資優中

心承辦各項活動(如拔尖計畫及其他資優營隊活動等)權利。 

(四) 如有任何疑問題請逕洽承辦人：張老師，聯絡電話：03-3698170 分機

154；電子信箱：wlsh154@email.wlsh.tyc.ed.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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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1 丁○恩 仁和國中 

2 尤○妤 建國國中 

3 王○鈞 振聲國中 

4 王○閎 會稽國中 

5 王○軒 平鎮國中 

6 王○莛 慈文國中 

7 王○慶 大有國中 

8 王○陞 復旦國中 

9 左○慈 龍潭國中 

10 朱○逸 光明國中 

11 江○霆 新興國際中小學 

12 何○翔 復旦國中 

13 余○彤 平鎮國中 

14 吳○廷 振聲國中 

15 吳○竑 平鎮國中 

16 吳○蝶 光明國中 

17 吳○岑 復旦國中 

18 吳○臻 復旦中學 

19 吳○儀 東興國中 

20 吳○廷 過嶺國中 

21 吳○誠 光明國中 

22 吳○澤 平鎮國中 

23 吳○宇 平鎮國中 

24 呂○希 光明國中 

25 呂○澄 復旦中學 

26 呂○翰 龜山國中 

27 呂○巽 福豐國中 

28 呂○毅 慈文國中 

29 李○昕 振聲國中 

30 李○恆 桃園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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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31 李○霏 內壢國中 

32 李○孺 復旦國中 

33 李○康 東興國中 

34 李○欣 復旦國中 

35 李○朔 振聲國中 

36 李○玲 過嶺國中 

37 李○漢 中壢國中 

38 李○菱 龍潭國中 

39 李○鈞 振聲國中 

40 李○ 振聲國中 

41 周○ 石門國中 

42 周○彤 龜山國中 

43 周○淮 同德國中 

44 林○璟 復旦國中 

45 林○霈 中興國中 

46 林○妍 振聲國中 

47 林○澤 經國國中 

48 林○瑋 東興國中 

49 林○靚 振聲國中 

50 林○璿 文昌國中 

51 林○岳 振聲國中 

52 林○蓁 建國國中 

53 林○學 建國國中 

54 林○峰 青溪國中 

55 林○昊 振聲國中 

56 武○華 大有國中 

57 邱○宇 龍潭國中 

58 邱○茹 建國國中 

59 邱○勝 會稽國中 

60 邱○微 振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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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61 邱○家 振聲國中 

62 邱○帆 復旦國中 

63 俞○錡 東興國中 

64 姜○祐 過嶺國中 

65 姜○智 東興國中 

66 洪○熏 慈文國中 

67 洪○筑 建國國中 

68 胡○智 過嶺國中 

69 唐○陞 慈文國中 

70 徐○立 南崁國中 

71 徐○恩 復旦國中 

72 徐○德 迴龍國中小 

73 徐○茵 文昌國中 

74 班○葵 慈文國中 

75 馬○棻 龍岡國中 

76 張○亞 大成國中 

77 張○宇 光明國中 

78 張○敍 復旦中學 

79 張○萍 光明國中 

80 張○緹 龍潭國中 

81 張○泓 慈文國中 

82 張○芸 內壢國中 

83 張○玹 復旦國中 

84 張○恩 振聲國中 

85 張○宸 復旦國中 

86 張○璿 龍潭國中 

87 張○啟 龍潭國中 

88 梁○盈 有得國中小 

89 莊○叡 建國國中 

90 莊○勛 振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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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91 莊○鍾 慈文國中 

92 許○希 復旦國中 

93 許○寧 復旦國中 

94 許○漢 振聲國中 

95 郭○榛 復旦國中 

96 郭○亦 振聲國中 

97 郭○勝 光明國中 

98 郭○安 復旦國中 

99 陳○維 慈文國中 

100 陳○禾 慈文國中 

101 陳○馨 復旦國中 

102 陳○軒 復旦國中 

103 陳○楷 文昌國中 

104 陳○弘 復旦國中 

105 陳○宏 慈文國中 

106 陳○佑 慈文國中 

107 陳○翰 平興國中 

108 陳○宏 慈文國中 

109 陳○云 建國國中 

110 陳○竹 復旦國中 

111 陳○均 復旦國中 

112 陳○恩 經國國中 

113 陳○勳 楊光國中 

114 陳○睿 振聲國中 

115 陳○任 康萊爾中小學 

116 陳○穎 中壢國中 

117 陳○凱 振聲國中 

118 陳○之 平鎮國中 

119 陳○揚 復旦國中 

120 陳○寧 六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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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121 陳○瑞 青溪國中 

122 陳○昕 復旦國中 

123 陳○鈞 復旦中學 

124 陳○允 光明國中 

125 陳○ 中壢國中 

126 陳○ 新興國際中小學 

127 陸○安 龍岡國中 

128 陸○廷 文昌國中 

129 傅○沂 光明國中 

130 彭○菘 中壢國中 

131 彭○晴 青埔國中 

132 彭○壬 平鎮國中 

133 彭○綸 復旦國中 

134 彭○儀 平鎮國中 

135 曾○恩 青埔國中 

136 馮○淇 青埔國中 

137 黃○硯 振聲國中 

138 黃○愷 建國國中 

139 黃○鈞 中興國中 

140 黃○恆 中壢國中 

141 黃○皓 建國國中 

142 黃○瑜 復旦國中 

143 黃○翔 振聲國中 

144 楊○耘 建國國中 

145 楊○尉 復旦國中 

146 楊○容 復旦國中 

147 楊○崴 桃園國中 

148 葉○瑜 新興國中 

149 葉○溱 東興國中 

150 葉○頡 新興國際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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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151 葉○溱 建國國中 

152 葉○理 龍潭國中 

153 葉○旂 慈文國中 

154 葛○羲 同德國中 

155 董○佑 復旦國中 

156 詹○奕 龍潭國中 

157 詹○劼 復旦國中 

158 廖○暄 八德國中 

159 廖○鈞 慈文國中 

160 廖○鈞 振聲國中 

161 廖○睿 同德國中 

162 管○緹 振聲國中 

163 趙○芸 中壢國中 

164 劉○純 福豐國中 

165 劉○延 經國國中 

166 劉○妍 復旦國中 

167 劉○綺 新興國際中小學 

168 劉○妤 南崁國中 

169 劉○元 建國國中 

170 歐○江 慈文國中 

171 潘○穎 東興國中 

172 潘○言 桃園國中 

173 蔡○辰 光明國中 

174 蔡○妤 大竹國中 

175 蔡○諺 振聲國中 

176 鄧○廷 平鎮國中 

177 鄧○鴻 平鎮國中 

178 鄭○餘 龜山國中 

179 黎○姍 振聲國中 

180 盧○蓉 新興國際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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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公告 

活動辦理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20至 12:00 

正取序號 姓名 就讀國中 

181 賴○勳 復旦國中 

182 駱○恩 會稽國中 

183 戴○愷 復旦國中 

184 謝○倫 建國國中 

185 謝○穎 東興國中 

186 謝○恩 振聲國中 

187 謝○岳 同德國中 

188 鍾○彧 復旦國中 

189 韓○言 八德國中 

190 瞿○心 光明國中 

191 簡○恩 同德國中 

192 簡○庭 福豐國中 

193 簡○佑 復旦國中 

194 藍○雅 慈文國中 

195 魏○竹 平鎮國中 

196 蘇○昊 東興國中 

197 蘇○情 同德國中 

198 饒○詃 振聲國中 

199 龔○鈞 龍潭國中 

(以下空白)未錄取學生未依規定填寫報名資料，資格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