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中學「資優學生與大師對談活動」講座 

錄取名單 
一、錄取原則：正取 100名，備取 10名；優先錄取各校第 1推薦序學生，並依據各校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第 2推薦序之學生，若仍有缺額，再依前開原則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 

二、注意事項： 

(一)正取學員因故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於 111年 12月 13日(星期二)16:00前，主動電話 

           聯繫資優教育中心李教師(聯絡電話:03-3698170分機 159)，以免影響備取學員權益。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確保參與活動人員健康，進入校園時請自備配戴口罩， 

參與學員請配合入校時量測體溫等防疫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政策及規定如有 

調整，本活動防疫注意事項將配合修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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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111年 12月 17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 

活動地點：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科教館 4F視聽教室 

正取編號 學校 姓名 

1 大成國中 陳○仁 

2 大成國中 黃○言 

3 大成國中 洪○岱 

4 大溪國中 彭○瀚 

5 大溪國中 吳○樂 

6 山腳國中 陳○恩 

7 中興國中 李○碩 

8 中興國中 楊○澧 

9 中興國中 劉○涵 

10 中興國中 林○霈 

11 中興國中 張○亞 

12 中興國中 黃○民 

13 中興國中 曾○丰 

14 中壢國中 江○皓 

15 中壢國中 劉○唯 

16 中壢國中 葉○敏 

17 中壢國中 李○祐 

18 中壢國中 周○栯 

19 中壢國中 鄭○宸 

20 仁和國中 陳○典 

21 仁和國中 王○涵 

22 內壢國中 林○ 

23 內壢國中 吳○宸 

24 內壢國中 莊○安 

25 內壢國中 謝○澄 



正取編號 學校 姓名 

26 內壢國中 鄭○晴 

27 內壢國中 白○瑄 

28 內壢國中 鄒○鴻 

29 內壢國中 陳○凝 

30 內壢國中 張○芸 

31 內壢國中 林○丞 

32 內壢國中 翁○愷 

33 平鎮國中 何○新 

34 平鎮國中 林○豪 

35 平鎮國中 許○鈞 

36 石門國中 施○劭 

37 同德國中 戴○洺 

38 同德國中 洪○辰 

39 同德國中 謝○岳 

40 同德國中 蔡○廷 

41 同德國中 林○銘 

42 同德國中 林○ 

43 東興國中 吳○叡 

44 東興國中 方○ 

45 東興國中 李○靖 

46 東興國中 徐○銓 

47 東興國中 黃○齊 

48 東興國中 潘○彣 

49 東興國中 簡○茵 

50 東興國中 李○睿 

51 東興國中 鍾○ 

52 東興國中 游○瑜 

53 東興國中 王○揚 

54 青埔國中 陳○政 

55 青埔國中 王○玨 

56 青埔國中 曾○恩 

57 青埔國中 姜○宥 

58 南崁國中 邱○騰 

59 建國國中 尤○炫 

60 建國國中 蔡○霖 

61 建國國中 邱○茹 

62 建國國中 楊○賢 

63 建國國中 蔡○峯 

64 建國國中 黃○愷 

65 建國國中 蔡○恩 



正取編號 學校 姓名 

66 建國國中 劉○元 

67 建國國中 葉○溱 

68 振聲高中(國中部) 李○昕 

69 振聲高中(國中部) 林○鈞 

70 振聲高中(國中部) 鐘○恩 

71 振聲高中(國中部) 陳○叡 

72 振聲高中(國中部) 張○勛 

73 振聲高中(國中部) 李○鈞 

74 振聲高中(國中部) 陳○睿 

75 振聲高中(國中部) 古○珉 

76 桃園國中 李○恆 

77 桃園國中 方○淇 

78 桃園國中 廖○穎 

79 桃園國中 施○名 

80 桃園國中 陳○嘉 

81 桃園國中 黃○暘 

82 桃園國中 吳○恩 

83 復旦高中(國中部) 吳○岑 

84 復旦高中(國中部) 陸○彤 

85 復旦高中(國中部) 楊○宇 

86 慈文國中 廖○鈞 

87 慈文國中 陳○禾 

88 慈文國中 呂○毅 

89 慈文國中 陳○豪 

90 慈文國中 黃○誠 

91 慈文國中 藍○雅 

92 慈文國中 林○恆 

93 慈文國中 陳○博 

94 慈文國中 賴○羽 

95 慈文國中 李○德 

96 楊梅國中 羅○軒 

97 楊梅國中 王○瑜 

98 過嶺國中 李○玲 

99 過嶺國中 吳○廷 

100 龍興國中 張○辰 

 

 

 

 

 



備取 

備取序號 學校 姓名 

1 內壢國中 張○瑞 

2 東興國中 唐○祐 

3 內壢國中 李○蓁 

4 內壢國中 蔡○惟 

5 內壢國中 葉○霆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