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敦化國小

003-2-001-003 李昱鴻 003-2-001-005 鄭暄鴒 003-2-001-009 楊易為

003-2-001-013 彭禹驤 003-2-001-014 陳劭恒 003-2-001-015 陳禹棠

003-2-001-016 陳品潔 003-2-001-018 郭禹丞 003-2-001-023 吳亞馨

003-2-002-001 蕭喆陽 003-2-002-002 周頊宸 003-2-002-005 張文瑜

003-2-002-006 彭伃卉 003-2-002-008 劉雨謙 003-2-002-010 陳奕睿

003-2-002-011 高龍征 003-2-002-012 劉存典 003-2-002-014 林鈺真

003-2-002-015 林子瑄 003-2-002-018 邱丞予 003-2-002-023 楊雨潔

003-2-002-025 潘顥云 003-2-002-029 孫立展 003-2-002-031 高睿婕

003-2-002-034 陳榆璇 003-2-002-035 許芷婕 003-2-003-002 張元領

003-2-003-009 杜舒斐 003-2-003-011 曹  湸 003-2-003-012 林昕妍

003-2-003-016 程為勳 003-2-003-017 杜承晅 003-2-003-019 許尹瑈

003-2-003-025 王長杰 003-2-003-026 紀永丞 003-2-003-028 鄭博允

003-2-003-034 黃柏睿 003-2-003-035 裴俊嘉 003-2-003-037 吳彥勳

003-2-003-045 鍾興翰 003-2-003-048 許雲翔 003-2-003-051 康敏樂

003-2-003-056 潘為承 003-2-003-058 陳祐平 003-2-003-059 邱若語

003-2-003-060 戴正家 003-2-003-063 王瀚平 003-2-003-065 張津睿

003-2-003-069 洪佑叡 003-2-003-072 楊書妍 003-2-003-073 蔡雨彤

003-2-003-074 薛一葶 003-2-003-076 鄧羽彤 003-2-003-079 詹珮彤

003-2-003-080 許文嘉 003-2-003-087 戴安朵 003-2-003-090 戴志勳

003-2-003-092 湯景竣 003-2-003-097 湯雅竹 003-2-003-098 劉國銳

003-2-003-100 陳永瀚 003-2-003-104 何妍謹 003-2-003-106 張博勛

003-2-003-116 許麒茗 003-2-003-117 林子喬 003-2-003-118 高子晴

003-2-003-119 林子童 003-2-006-004 楊耀霆 003-2-008-002 劉奕均

003-2-031-001 林碩彥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民權國小

005-2-002-002 歐宥辰 005-2-002-003 湯適嫣 005-2-002-005 蔡芮忻

005-2-002-008 黃偲媛 005-2-002-011 許軒碩 005-2-005-014 施定呈

005-2-005-018 蕭博元 005-2-005-020 林昀霏 005-2-005-025 王彥淳

005-2-005-029 饒翊蒽 005-2-005-031 黃希愛 005-2-005-033 黃毓庭

005-2-005-035 吳安哲 005-2-005-036 蔡宗翰 005-2-005-038 凃恩予

005-2-005-039 陳品蓉 005-2-005-041 溫梓甯 005-2-005-042 張采昀

005-2-005-043 陳卿德 005-2-005-057 劉元樂 005-2-005-059 林萁宣

005-2-005-063 邵丞彥 005-2-005-064 石旻熹 005-2-005-071 張晨暘

005-2-005-077 陸冠捷 005-2-005-081 曾暟樂 005-2-007-001 陳泓旭

005-2-007-003 羅少彤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民生國小

004-2-002-004 黃宥喬 004-2-002-008 曹奕凡 004-2-002-009 高玉瑋

004-2-002-010 高曼芸 004-2-002-011 高瑀希 004-2-002-012 陳姵瑜

004-2-004-014 陳言恩 004-2-004-015 姜品年 004-2-004-017 黃楙軒

004-2-004-020 張愷恩 004-2-004-024 張方曦 004-2-004-029 魏成祐

004-2-004-033 吳昕霓 004-2-004-034 顏佑澄 004-2-004-045 何正新

004-2-004-046 蕭靖祐 004-2-004-048 楊承翰 004-2-004-052 吳瑀倢

004-2-004-057 詹清睿 004-2-004-071 陳亮君 004-2-004-072 吳恬安

004-2-004-073 趙婉妤 004-2-004-075 林昀熹 004-2-004-077 陳奎翰

004-2-004-079 林承佑 004-2-004-081 林宥霖 004-2-004-083 蘇恩佳

004-2-004-086 陳裕程 004-2-006-003 黃品嘉 004-2-006-005 陳禹淏

004-2-006-008 邱瀞瑩 004-2-006-013 楊言諭 004-2-008-001 劉宗珆

004-2-008-002 羅聿丞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三興國小

012-2-009-001 曾祥喆 012-2-012-003 陳爻德 012-2-012-007 沈景萱

012-2-012-015 林詣泫 012-2-012-017 陳亭瑜 012-2-012-019 徐國佑

012-2-012-025 林靖雅 012-2-012-029 李亮學 012-2-012-030 黃敏悅

012-2-012-034 陳又瑄 012-2-016-001 吳瞳恩 012-3-009-004 吳以謙

012-3-009-005 陳佑承 012-3-009-006 吳翔祐 012-3-009-007 伍欣慈

012-3-012-005 劉彥廷 012-3-012-013 簡民喆 012-3-013-001 林展樂

012-3-014-001 謝柏霖 012-3-014-003 范均豪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光復國小

011-2-009-004 鄧羽廷 011-2-009-005 邱柏喻 011-2-009-006 陳宥潔

011-2-009-009 林律綺 011-2-009-011 簡辰洋 011-2-011-001 林彥丞

011-2-011-002 宋其叡 011-2-011-003 劉軒齊 011-2-011-005 游博珵

011-2-011-007 蔡旻靜 011-2-011-009 翁宇禾 011-2-011-015 王郁翔

011-2-011-017 周學安 011-2-011-034 廖敏宇 011-2-011-041 吳若瑄

011-2-011-046 蔡欣蓉 011-2-011-047 李星瑩 011-2-011-048 趙培融

011-2-011-049 林晉愷 011-2-011-050 劉奕睿 011-2-011-053 胡哲叡

011-2-011-055 詹喬媃 011-2-011-056 鍾宛紜 011-2-011-057 李宸瀞

011-2-011-058 蔡健琪 011-2-011-059 殷瑀琦 011-2-011-062 林洺椻

011-2-011-065 吳尚藝 011-2-011-069 林妍愛 011-2-011-072 林沛潔

011-2-011-074 李沅凱 011-2-011-075 夏子彧 011-2-011-076 蔡宗祐

011-2-011-078 林佑恩 011-2-011-079 陳和夆 011-2-011-082 鄭雅云

011-2-011-088 蔡昀霏 011-2-011-090 黃美雅 011-2-011-091 王元曦

011-2-011-092 莊博淵 011-2-011-098 闕庭暄 011-2-011-100 馬維佳

011-2-011-102 蘇禹丞 011-2-011-105 吳尚哲 011-2-011-107 許艾蕾

011-2-011-115 李牧潔 011-2-011-116 佘思鼐 011-2-011-122 吳卉妮

011-2-011-123 許楹東 011-2-011-125 姜呈亮 011-2-011-126 簡文弘

011-2-011-127 廖品淯 011-2-011-152 曾浚玹 011-2-011-162 陳亮恩

011-2-011-166 陳亦堂 011-2-011-170 毛詠晴 011-2-011-172 楊子樂

011-2-011-181 陳鈺憲 011-2-011-182 蔡尚樺 011-2-011-183 林士哲

011-2-011-184 鄭暐瀚 011-2-011-186 李易埕 011-2-011-189 洪于皓

011-2-011-190 陳允澤 011-2-011-192 呂宣潔 011-2-011-193 陳昀妤

011-2-011-196 羅勻含 011-2-011-200 游至軒 011-2-011-201 童亦頡

011-2-011-204 阮繹桓 011-2-011-209 鄭心姸 011-2-011-210 劉芮綺

011-2-011-211 蘇盈之 011-2-011-212 林子晴 011-2-014-001 余香缃

011-2-014-002 謝承訓 011-2-016-001 彭彥睿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博愛國小

017-2-009-003 黎沐蓉 017-2-009-008 陳宣樺 017-2-009-011 黃秉燁

017-2-009-012 張羽彤 017-2-009-013 林千惠 017-2-009-017 葉翊睿

017-2-009-018 黃靖堯 017-2-009-020 詹明軒 017-2-009-021 陳昱錡

017-2-013-002 蔡承洧 017-2-013-003 陳可軒 017-2-013-005 吳沛璇

017-2-013-006 劉品萱 017-2-013-008 呂奎諺 017-2-013-009 呂庭佑

017-2-013-011 周子皓 017-2-013-013 曾于芮 017-2-013-016 李紹瑀

017-2-013-019 陳奐叡 017-2-014-009 蔡岳樵 017-2-015-001 林新凱

017-2-016-001 徐子捷 017-2-016-002 賴昱安 017-2-016-003 董運宸

017-2-016-004 余浚綸 017-2-016-005 林均叡 017-2-017-002 李家睿

017-2-017-003 林尚緯 017-2-017-007 吳季庭 017-2-017-011 王品喬

017-2-017-017 許敦硯 017-2-017-020 李冠甫 017-2-017-023 林又妍

017-2-017-024 林又彤 017-2-017-029 黃瑞賢 017-2-017-035 彭浩軒

017-2-017-039 邱苡瑄 017-2-017-040 陳柔伊 017-2-017-041 胡芯夏

017-2-017-052 練芯瑜 017-2-017-056 周詩愷 017-2-017-059 王又謙

017-2-017-060 張楷承 017-2-017-062 陳芷盈 017-2-017-066 洪珦榕

017-2-017-068 呂宸宇 017-2-017-078 鄭迦諦 017-2-017-091 郭采潔

017-2-017-092 鄭捷云 017-2-017-095 林炫翯 017-2-017-099 王浩宇

017-2-017-108 陳冠智 017-2-017-113 周艾伶 017-2-017-117 馮小豪

017-2-017-118 吳崴定 017-2-017-119 黃皓威 017-2-017-120 劉哲希

017-2-017-121 潘鉉璋 017-2-017-124 梁以宣 017-2-017-126 王之柔

017-2-017-128 胡家庠 017-2-017-129 姚靖珩 017-2-017-131 翁宇澍

017-2-017-132 莊恩宇 017-2-017-138 謝牧謙 017-2-017-142 楊景勛

017-2-017-148 鄭紹妤 017-2-017-150 李昀潔 017-2-017-152 張瑀希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大安國小

021-2-021-004 高煜勝 021-2-021-006 李詩雩 021-2-021-007 林沄芯

021-2-021-009 張語芹 021-2-021-011 徐韵喬 021-2-021-012 施柏睿

021-2-021-013 詹豫喬 021-2-021-014 黃柏惟 021-2-021-016 林書歆

021-2-021-017 黃若涵 021-2-021-018 黃千綾 021-2-021-020 彭允韡

021-2-021-022 周暐杰 021-2-021-026 陳  翎 021-2-021-028 劉昕叡

021-2-021-032 游喬羽 021-2-021-034 陳思璇 021-2-021-035 李秉宏

021-2-021-036 張庭翊 021-2-021-037 林子霽 021-2-021-038 韋映禔

021-2-021-043 李祈山 021-2-021-045 林嘉樂 021-2-021-046 施品安

021-2-021-047 楊彩禾 021-2-021-048 陳采琳 021-2-021-050 花顗傑

021-2-021-051 葉晁寧 021-2-021-052 康敬禾 021-2-021-064 白沅禾

021-2-021-065 羅宥善 021-2-021-068 陳季汝 021-2-021-070 彭湘琇

021-2-023-003 陳思妍 021-2-028-001 楊  昕 021-3-021-001 黃宥仁

021-3-021-002 劉祐廷 021-3-021-005 王貽燕 021-3-021-006 李丞皓

021-3-021-007 施宥戎 021-3-021-008 何茂華 021-3-021-009 吳仲苓

021-3-021-012 張淇崴 021-3-021-013 張恩琦 021-3-021-014 張  平

021-3-025-001 蔡丞喆 021-3-026-001 洪浚齊 021-3-026-003 羅沛恩

021-3-026-004 王  衍 021-3-028-001 李尚洋 021-3-029-001 蘇宥亘

021-3-029-002 陳品叡 021-3-029-003 顏悅至 021-3-029-004 李泓頎

021-3-029-005 謝鎮齊 021-3-250-001 賴靖皓 021-3-250-002 楊宜臻

021-3-250-003 羅穆涵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龍安國小

020-2-020-003 徐廷宇 020-2-020-004 徐翊巽 020-2-020-011 林佳蔚

020-2-020-012 林可為 020-2-020-013 雷  鐙 020-2-020-014 楊昀翔

020-2-020-015 黃威皓 020-2-020-021 何欣容 020-2-020-023 蔡盈盈

020-2-020-024 成邦維 020-2-020-033 徐翎晟 020-2-020-034 袁宸禧

020-2-020-038 陳宣安 020-2-020-039 李宥欣 020-2-020-041 洪子元

020-2-020-042 康家維 020-2-020-046 李星虹 020-2-020-047 王香蕾

020-2-020-049 宋柚寬 020-2-020-050 蘇詠傑 020-2-020-055 吳予甯

020-2-020-058 陳冠諭 020-2-020-060 莊知諾 020-2-020-067 孫芮甯

020-2-020-070 葛雨樂 020-2-020-071 陳耑潝 020-2-020-073 劉宸希

020-2-020-076 劉宇甜 020-2-020-079 陳祖泯 020-2-020-082 李牧謙

020-2-020-084 顏子芸 020-2-023-002 許真晴 020-2-023-006 王筠涵

020-2-023-012 黃千菱 020-2-023-013 顏婧霏 020-2-023-016 徐亞彤

020-2-025-001 高楷鈞 020-2-025-002 林美妤 020-2-025-003 蔡瑋祐

020-2-025-004 蔡帛叡 020-2-025-005 陳奕勳 020-2-026-004 王星沛

020-2-026-008 任樹旖 020-2-026-011 林育澄 020-2-026-012 余妍靚

020-2-026-014 蔡欣穎 020-2-029-009 郭勝文 020-2-029-014 黃澤諭

020-2-029-016 王怡之 020-2-029-019 鍾沅翃 020-2-029-023 王怡文

020-2-029-024 張信謙 020-2-029-025 何品橋 020-2-029-030 喻巧瑜

020-2-029-032 林巧恩 020-2-029-034 潘昱璇 020-2-068-001 周佳穎

020-2-112-001 葛雨悅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銘傳國小

027-2-023-001 孫煥博 027-2-026-004 李昕倫 027-2-027-001 林歆晨

027-2-027-007 蔡昀叡 027-2-027-012 周秉潔 027-2-027-018 林睿緹

027-2-027-022 張耕淳 027-2-027-024 陳宥廷 027-2-027-027 張可恩

027-2-027-032 簡若昕 027-2-027-033 郭品辰 027-2-027-034 許晴婓

027-2-027-035 張晉綸 027-2-027-036 杜丞睿 027-2-027-040 鄭宇廷

027-2-027-041 吳亞綸 027-2-027-042 藍彤芯 027-2-027-043 廖滋芸

027-2-028-001 傅禹碩 027-2-028-002 曾冠豪 027-2-028-003 傅禹綸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幸安國小

022-2-019-001 丁川益 022-2-022-001 詹祐維 022-2-022-003 許哲綸

022-2-022-004 王泓勖 022-2-022-005 凌敬生 022-2-022-008 張巧鈺

022-2-022-010 謝道韞 022-2-022-011 李承穎 022-2-022-012 謝承劭

022-2-022-016 趙偌彤 022-2-022-019 葉宥湘 022-2-022-021 黃晨晏

022-2-022-025 吳松翰 022-2-022-026 謝昕洋 022-2-022-029 葉韋湘

022-2-022-030 簡葦寧 022-2-022-033 陳品澤 022-2-022-047 莫雅欣

022-2-022-048 陳品序 022-2-022-050 蔡亞喆 022-2-022-051 張嗣翔

022-2-022-052 陳  楷 022-2-022-056 張沛瀚 022-2-022-060 黃泊霖

022-2-022-063 林易萱 022-2-022-064 胡羽彤 022-2-022-069 何牧恩

022-2-022-076 郭齊岳 022-2-022-084 李沅璞 022-2-022-095 楊承悅

022-2-022-101 曾鈺涵 022-2-022-102 宋芸希 022-2-022-115 邱晨瑄

022-2-022-117 許廷宇 022-2-022-120 郭大造 022-2-022-123 黃翎軒

022-2-022-127 孫于茜 022-2-022-129 劉一妍 022-2-023-001 王均崴

022-2-023-004 劉家熙 022-2-023-005 辛彥昀 022-2-025-001 袁浩宸

022-2-025-004 翁睿禔 022-2-025-005 周信廷 022-2-025-006 許宇恩

022-2-025-008 彭品翔 022-2-025-010 莊苪緁 022-2-025-011 王詠瑄

022-2-025-012 鄭敦元 022-2-025-013 張傳希 022-2-025-015 梁品婕

022-2-025-016 許詠翔 022-2-025-017 楊承睿 022-2-025-018 陳冠瑋

022-2-025-022 游茲皓 022-2-025-023 王柏人 022-2-025-024 李紳煬

022-2-028-003 林鈞霆 022-2-028-005 吳守耀 022-2-029-001 邱鈺淇

022-2-029-002 邱鈺翔 022-2-029-006 陳禮安 022-2-029-007 郭可涵

022-2-029-010 何日曜 022-2-029-013 王彥荏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仁愛國小

024-2-023-002 吳則鞍 024-2-023-012 蔡俊成 024-2-023-021 李昊恩

024-2-023-022 陳柏寬 024-2-023-025 蕭歆穎 024-2-024-001 陳柏睿

024-2-024-002 趙黃宥 024-2-024-011 蕭竹妤 024-2-024-014 吳  偲

024-2-024-019 陳禹豪 024-2-024-022 陳彥辰 024-2-024-025 劉彥宜

024-2-024-027 陳以芸 024-2-024-031 張珅妶 024-2-024-032 顧仁語

024-2-024-034 李昀翰 024-2-024-036 張善旭 024-2-024-037 林品澄

024-2-024-044 陳靖螢 024-2-024-045 陳禹晴 024-2-024-052 郭其蓁

024-2-024-055 岳  和 024-2-024-058 馮耀鋒 024-2-024-061 陳品睿

024-2-024-062 盧奕廷 024-2-024-069 陳育翔 024-2-024-070 張祐嘉

024-2-024-071 劉  洵 024-2-024-072 蕭允希 024-2-024-075 洪子森

024-2-024-077 葉奕妗 024-2-024-078 張庭瑜 024-2-024-084 黃宥寧

024-2-024-085 粘凱傑 024-2-024-086 楊栢睿 024-2-024-087 歐若翔

024-2-024-092 林姸均 024-2-024-093 陳青玓 024-2-024-094 李品毅

024-2-024-099 廖浩羽 024-2-024-103 吳誠典 024-2-024-107 林昕禾

024-2-024-109 楊惟翔 024-2-024-116 楊立鈞 024-2-024-118 尤婕綺

024-2-024-126 蘇睿駐 024-2-024-136 高杰睿 024-2-024-137 周子桓

024-2-024-138 陳宥廷 024-2-024-139 莊佳倩 024-2-028-001 郭季祥

024-2-112-002 張書瑋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中山國小

030-2-030-004 葉芮希 030-2-030-005 許馨予 030-2-030-009 洪宇霆

030-2-030-011 陳少程 030-2-030-012 葉政忠 030-2-030-013 卓宣諭

030-2-030-016 陳柏百 030-2-030-017 江鎮寧 030-2-030-022 趙偉鈞

030-2-030-027 柯羽沛 030-2-030-028 單千芸 030-2-030-033 鍾昀瑾

030-2-030-034 鄭聿珈 030-2-030-035 許荷娜 030-2-030-036 林澤昇

030-2-030-040 張堯舜 030-2-030-045 陳宥霖 030-2-030-046 陳家陞

030-2-030-047 廖晟楷 030-2-030-056 莊昀恩 030-2-030-058 陳冠嘉

030-2-030-059 陳彥豪 030-2-030-060 彭立恆 030-2-030-062 張立汯

030-2-030-068 曾奕帆 030-2-030-069 許百大郎 030-2-030-070 何貞儀

030-2-030-072 邵懷恩 030-2-030-074 林哲瑄 030-2-030-076 高萬富

030-2-030-077 何予睿 030-2-030-078 黃萬昇 030-2-030-079 江晨睿

030-2-030-080 王柏勛 030-2-030-081 許詠亮 030-2-030-082 陳芯伃

030-2-030-094 謝沛錤 030-2-030-100 王昱傑 030-2-030-101 劉益名

030-2-030-102 黃新霖 030-2-033-001 李威辰 030-2-033-002 江嘉哲

030-2-034-001 蔡孟臻 030-2-035-001 謝知邑 030-2-035-002 呂祥允

030-2-035-003 鍾丞恩 030-2-035-004 簡辰祐 030-2-036-001 莊埕安

030-2-036-002 何衍誼 030-2-036-003 林彤璟 030-2-036-004 蔡宗諺

030-2-036-005 王韻琳 030-2-036-006 張鈞皓 030-2-036-013 許紘綸

030-2-036-014 秦欣岑 030-3-030-001 周升業 030-3-030-002 楊承豫

030-3-030-003 葉映辰 030-3-030-005 蕭語彤 030-3-030-006 陳沛勳

030-3-030-008 許幸婕 030-3-030-011 徐韻凱 030-3-030-012 葉濬赫

030-3-030-014 劉  宇 030-3-030-015 郭書呈 030-3-030-016 陳柏維

030-3-030-017 劉禹屏 030-3-030-018 徐詠甯 030-3-030-022 王振霖

030-3-030-023 李和叡 030-3-030-033 許楷烜 030-3-030-034 陳昱權

030-3-030-036 李詠晴 030-3-030-037 彭又芯 030-3-030-038 林朝群

030-3-030-039 鄭哲定 030-3-030-040 曾兆梓 030-3-030-044 林珮涵



030-3-030-046 林樂綺 030-3-030-047 陳冠瑞 030-3-030-048 陳威綸

030-3-030-051 陳立恆 030-3-030-052 何晟睿 030-3-030-053 詹叡莎

030-3-030-055 王泳心 030-3-030-058 周若昀 030-3-034-001 張楚翊

030-3-035-001 陳學翊 030-3-036-001 張瀞媛 030-3-036-002 蔡秉祐

030-3-036-007 陳柏豪 030-3-036-009 林芷彤 030-3-039-001 藍士棠

030-3-039-002 吳敬珩 030-4-030-002 陳博勛 030-4-030-003 黃莉文

030-4-030-013 吳品賢 030-4-030-028 李昕妤 030-4-030-029 楊子瑩

030-4-030-031 柯亦忻 030-4-030-033 施兆洋 030-4-030-036 黃芃榛

030-4-030-054 陳品叡 030-4-035-001 吳家鴻 030-4-035-003 黃敬絜

030-4-035-004 洪湘甯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長安國小

032-2-031-001 黃少坤 032-2-031-004 于騏瑋 032-2-032-005 黃于玹

032-2-032-006 傅浩恩 032-2-032-010 魏仕桓 032-2-032-017 胡可岳

032-2-032-021 盧宜青 032-2-032-022 陳資涵 032-2-032-025 花翊瑄

032-2-035-001 梁詠皓 032-2-038-002 張瀚允 032-3-032-001 林岳鴻

032-3-032-002 鍾昕學 032-3-032-005 林妍希 032-3-032-006 池映雩

032-3-032-007 鄭晴云 032-3-032-008 常騰恩 032-3-032-009 黃室昀

032-3-032-012 彭而璿 032-3-032-014 高若涵 032-4-032-014 朱晏佐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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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吉林國小

037-2-031-001 詹晏丞 037-2-031-002 潘奕晴 037-2-031-003 林子倫

037-2-031-004 黃昱晰 037-2-033-001 曾華琰 037-2-033-002 陳  毅

037-2-035-001 卓奕綸 037-2-036-001 朱晨瑄 037-2-036-003 温洺澤

037-2-037-002 胡孝安 037-2-037-004 張祐澤 037-2-037-007 陳奎銨

037-2-037-008 黃羽鴻 037-2-037-009 周楷哲 037-2-037-019 陳品安

037-2-037-021 林承頡 037-2-037-028 李威秀 037-2-037-035 楊子毅

037-2-037-039 呂胤嘉 037-2-037-041 郭力仁 037-2-037-049 淺尾明世

037-2-037-050 陳廷宇 037-2-037-051 蘇柏碩 037-2-037-054 洪存佑

037-2-037-056 陳詩凱 037-2-037-057 黃亭瑜 037-2-037-058 游愛萱

037-2-037-062 李汶軒 037-2-037-065 張晏瑞 037-2-037-068 謝知佑

037-2-037-074 周思彤 037-2-037-075 歐欣穎 037-2-037-076 鄭絮文

037-2-037-078 楊凡寬 037-2-037-081 龔琤瑩 037-2-037-085 蔡暐涵

037-3-033-001 常惟翔 037-3-033-002 陳沁妤 037-3-034-001 江慶瑋

037-3-036-001 康  箖 037-3-036-002 戴振宇 037-3-037-001 吳崇睿

037-3-037-002 黃彥誌 037-3-037-003 莊晏誠 037-3-037-009 李念純

037-3-037-012 李曜廷 037-3-037-014 陳立翰 037-3-037-015 陳宥均

037-3-037-017 林毓凱 037-3-037-020 王俋柔 037-3-037-023 黃靖恩

037-3-037-026 張祐睿 037-3-037-029 賴佳軒 037-3-037-034 陳相頤

037-3-037-038 周晉德 037-3-037-039 李  澤 037-3-037-041 吳宥喆

037-3-037-042 楊侑晨 037-3-037-043 郭又銘 037-3-037-047 戴辰芯

037-3-037-049 伍昱樺 037-3-037-050 林祐申 037-3-037-053 廖庭沂

037-3-037-054 廖予彤 037-3-037-056 梁媗婷 037-3-037-058 施景棠

037-3-037-063 劉馨予 037-3-037-064 黃歆晴 037-3-037-065 李嘉芸

037-3-037-067 張礎均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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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永安國小

039-2-018-002 許喆凱 039-2-018-004 朱晏希 039-2-018-005 張暄萱

039-2-018-009 潘奕丞 039-2-018-010 賴治元 039-2-018-011 許甯甯

039-2-018-015 廖彥萍 039-2-018-016 林宥呈 039-2-018-017 黃品善

039-2-018-018 林郁雯 039-2-018-021 謝祐妮 039-2-034-001 陳品言

039-2-034-002 吳宸赫 039-2-034-004 林政叡 039-2-034-006 湯尚言

039-2-034-007 陳法而 039-2-035-001 林哈維 039-2-036-003 張耀匀

039-2-036-004 湯喆安 039-2-039-001 韓睿哲 039-2-039-003 林哲均

039-2-039-006 張聚恩 039-2-039-007 賴奕帆 039-2-039-008 鄭嘉皓

039-2-039-009 盧凱綺 039-2-039-011 林得維 039-2-039-012 張維耀

039-2-039-015 劉品澄 039-2-039-017 黃晨揚 039-2-039-020 沈立語

039-2-039-021 黃祈驊 039-2-039-024 徐卉芸 039-2-039-025 溫璦翎

039-2-039-026 李羿儂 039-2-039-028 黃澄宣 039-2-039-030 張樂中

039-2-039-031 梁鼎祺 039-2-039-032 李品葇 039-2-039-033 張傳豐

039-2-039-035 王翊盛 039-2-039-037 鄭乃元 039-2-039-038 楊元希

039-2-039-040 葉恩瑀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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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市立大學實小

046-2-045-001 鍾承儒 046-2-045-004 黎明沁 046-2-045-005 張喜恩

046-2-046-001 郭名勛 046-2-046-004 李羿賢 046-2-046-008 賴詠蓁

046-2-046-009 廖品惠 046-2-046-010 吳若潔 046-2-046-011 林荺桐

046-2-046-012 郭書和 046-2-046-020 林孟澤 046-2-046-021 陳品睿

046-2-046-026 楊品卉 046-2-046-027 戴淳薏 046-2-046-029 謝昀倢

046-2-046-032 卜翊軒 046-2-046-035 高晨益 046-2-046-036 李瑋喆

046-2-046-043 薛賢禾 046-2-046-046 曹丞函 046-2-046-050 林信帆

046-2-046-052 翁慕璿 046-2-046-055 林嘉晨 046-2-046-059 黃喬郁

046-2-046-065 陳柏宇 046-2-046-068 李曜丞 046-2-046-069 王拓凱

046-2-046-072 陳茗寬 046-2-046-074 丁亭絮 046-2-046-075 傅築晴

046-2-046-078 童映蓉 046-2-046-081 黃昱婕 046-2-046-082 蕭幸庠

046-2-046-083 林品叡 046-2-046-084 顧承胤 046-2-046-085 侯宗佑

046-2-046-086 甘宇澄 046-2-046-090 邱上玲 046-2-046-092 林宏澤

046-2-046-093 游士德 046-2-046-096 邱科睿 046-2-046-097 陳言旻

046-2-046-099 陳允潔 046-2-046-103 黃琦晅 046-2-046-104 黃姝瑄

046-2-046-106 黃綵奕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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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東門國小

047-2-045-007 楊曼容 047-2-045-008 徐友嫻 047-2-047-005 許宣愛

047-2-047-006 李昀蓉 047-2-047-007 廖宸緯 047-2-047-008 徐群皓

047-2-047-010 蔡沐芸 047-2-047-011 張家瑛 047-2-047-012 涂云淇

047-2-047-013 林紘立 047-2-047-015 莊哲維 047-2-047-018 何玟儀

047-2-047-019 吳昕濃 047-2-047-021 張洛維 047-2-047-025 楊應斐

047-2-047-037 王曜承 047-2-047-041 彭子瑄 047-2-047-044 林奕澄

047-2-047-046 黃泊鈞 047-2-047-054 楊喆睿 047-2-047-056 林昕禾

047-2-047-058 蔡辰霖 047-2-047-059 蔡皓羽 047-2-047-060 宋宥陞

047-2-047-064 鐘可恩 047-2-047-068 莊植涵 047-2-047-071 馮沛承

047-2-047-072 余家睿 047-2-047-074 吳懿哲 047-2-047-076 梁彩容

047-2-047-079 吳懿庭 047-2-047-080 楊子稷 047-2-047-085 羅友彤

047-2-047-089 鄭宇晴 047-2-047-094 劉承泰 047-2-047-095 周奎璋

047-2-047-096 林泓宇 047-2-047-097 彭振崴 047-2-047-098 廖郁安

047-2-047-099 吳沛昀 047-2-047-102 方妤瑄 047-2-047-104 李彥熹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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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國語實小

043-2-041-001 楊淯翔 043-2-043-001 陳威廷 043-2-043-002 張程喆

043-2-043-006 謝亞芯 043-2-043-009 李  言 043-2-043-019 林伯叡

043-2-043-020 童政霖 043-2-043-022 周宏益 043-2-043-024 劉苡範

043-2-043-027 許靖宜 043-2-043-033 王禹涵 043-2-043-035 廖祐民

043-2-043-041 鍾  睿 043-2-043-045 廖晨仰 043-2-043-052 陳詠潔

043-2-043-053 劉軒慈 043-2-043-054 呂沂展 043-2-043-055 蔡秉諺

043-2-043-056 戴世祐 043-2-043-059 賴琮諺 043-2-043-060 陳彥勳

043-2-043-061 許妤安 043-2-043-062 張宥心 043-2-043-063 邱韵庭

043-2-043-067 張真瑀 043-2-043-068 蔡承恩 043-2-043-072 陳妍廷

043-2-043-075 吳侑謙 043-2-043-077 張宸滜 043-2-043-082 李敏菲

043-2-043-086 顏宥禾 043-2-043-088 費聿豪 043-2-043-090 唐若家

043-2-045-005 賴采潔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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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螢橋國小

040-2-040-001 呂國愷 040-2-040-023 林映璇 040-2-040-030 林伯全

040-2-040-038 林依婷 040-3-040-001 林煒紘 040-3-040-009 楊馨妮

040-3-041-001 徐子宸 040-3-044-001 王唯宸 040-3-045-002 杜品熹

040-3-045-005 張翊昕 040-3-045-007 施沁榆 040-3-047-001 高睿奕

040-3-047-002 林祈樂 040-3-047-005 侯昱帆 040-3-047-007 林靖恒

040-3-047-008 高  信 040-3-047-009 胡辰彥 040-3-047-011 李恩亮

040-3-047-015 辛灃洋 040-3-047-016 劉品妍 040-3-047-017 鄭珺予

040-3-047-018 賴柏郡 040-3-047-019 章凱榛 040-3-047-020 鄭宇宙

040-3-047-021 黃立欣 040-3-047-022 蔡岳辰 040-3-047-023 葉宇倫

040-3-047-024 孫良諭 040-3-047-025 林咏毅 040-3-047-027 郭姿邑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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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永樂國小

063-2-063-006 陳苡晴 063-2-063-007 蕭亞榆 063-2-063-010 周韋彤

063-2-063-011 林安瑜 063-2-063-014 溫邦年 063-2-063-015 林允亮

063-2-063-016 林雨萱 063-2-063-018 王晴柔 063-2-063-019 歐陽霓

063-2-063-021 黃禹心 063-2-063-023 卓筱涵 063-2-063-027 王亭弈

063-2-063-028 江有濤 063-2-063-033 丁子紜 063-2-063-035 李冠諺

063-2-063-040 王翔甯 063-2-063-046 吳翊豪 063-2-063-049 洪丞燁

063-2-063-051 陳語安 063-2-063-052 陳姷偵 063-2-063-053 陳誠安

063-2-066-002 李韋潼 063-3-063-001 游宗德 063-3-063-003 林宸佑

063-3-063-004 蔡易洋 063-3-063-005 高瑀婕 063-3-063-007 林采葳

063-3-063-009 張哲維 063-3-063-011 章伊曛 063-3-063-014 尤丞翊

063-3-063-017 林彥甫 063-3-063-018 陳冠宇 063-3-063-019 吳耕遠

063-3-063-020 許庭珊 063-3-063-021 連婕妤 063-3-063-022 連婕妍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太平國小

062-2-062-018 陳星翰 062-2-062-023 劉瑞家 062-2-062-024 葉晴皓

062-2-062-030 劉彥妤 062-2-062-032 黃家桐 062-2-062-033  陳徽萱

062-2-062-034 吳婧嘉 062-2-062-037 蔡榮堉 062-2-062-045 周家如

062-2-062-046 陳鈺潔 062-2-062-047 楊茲晴 062-2-062-052 蔡明諺

062-2-062-054 黃振赫 062-2-062-057 陳宥妤 062-2-062-060 白珮辰

062-2-066-001 林軒宇 062-2-066-002 謝詠晴 062-3-062-002 吳翃逸

062-3-062-003 林暐哲 062-3-062-004 陳亦彤 062-3-062-008 洪若曦

062-3-062-009 呂允劭 062-3-062-015 鄭琨翰 062-3-062-016 蕭立婕

062-3-064-001 吳亦涵 062-3-065-001 王翊霏 062-4-062-002 彭榆心

062-4-062-003 鄭琨耀 062-4-062-005 吳建宏 062-4-066-001 謝曜陽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日新國小

061-2-060-002 楊凱雯 061-2-060-003 李紫妍 061-2-060-005 劉汯原

061-2-060-006 吳承諺 061-2-060-007 張芊盈 061-2-060-008 楊皓甯

061-2-060-009 楊凱丞 061-2-060-010 謝邦玄 061-2-060-011 郭胤祐

061-2-060-013 陳秉駿 061-2-060-015 施子昕 061-2-060-016 陳映達

061-2-060-017 許致齊 061-2-060-018 詹子瑩 061-2-060-019 白函臻

061-2-061-002 劉奕彣 061-2-061-003 陳柏涵 061-2-061-004 趙沛翔

061-2-061-005 陳柏曄 061-2-061-006 洪品妘 061-2-061-009 應沛恩

061-2-061-010 潘力綺 061-2-061-012 王品潔 061-2-061-016 吳天佑

061-2-061-019 簡煥允 061-2-061-022 沈容萱 061-2-061-023 傅久玲

061-2-061-025 林恩羽 061-2-061-029 王惟瑾 061-2-061-030 黃子桐

061-2-061-033 魏希如 061-2-061-034 洪滋蔓 061-2-061-038 劉蕙儀

061-2-061-039 邱若晴 061-2-061-044 張絜云 061-2-061-045 羅心妤

061-2-061-048 林士權 061-2-064-001 蔡欣達 061-2-064-003 高上祐

061-2-066-001 陳宣諭 061-2-066-002 許洧齊 061-3-060-001 林莛喨

061-3-060-002 李凱葳 061-3-061-002 楊承叡 061-3-061-005 廖心柔

061-3-061-008 高芷妤 061-3-061-011 黃致元 061-3-061-012 謝霆翰

061-3-061-017 黃詠婕 061-3-061-021 翁維德 061-3-061-022 彭柏瑋

061-3-065-001 林宥潔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大同國小

065-2-065-004 楊定東 065-2-065-006 許哲睿 065-2-065-010 林筱桐

065-2-065-011 黃妘榛 065-2-065-013 林旭盈 065-2-065-018 陳又嘉

065-2-065-022 陳妡凌 065-2-065-023 張芸夢 065-2-065-028 黃峻詰

065-2-065-032 賴品成 065-2-066-001 劉亦芯 065-2-066-002 黃殊賢

065-2-066-005 林郁庭 065-2-067-001 莊韻禾 065-2-067-002 勞主烈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萬大國小

053-2-049-001 吳昱霆 053-2-049-003 楊子儀 053-2-050-001 杜晁全

053-2-050-003 蘇秉彥 053-2-050-005 李泓毅 053-2-050-006 施文安

053-2-050-008 鍾旻妃 053-2-050-010 楊秉學 053-2-052-004 洪瑜君

053-2-052-009 林柏諺 053-2-053-002 施佳君 053-2-053-005 詹子頡

053-2-053-007 孫郁翔 053-2-053-020 林欣緹 053-2-053-022 陳尚誼

053-2-053-024 陳奕辰 053-2-053-031 王子奇 053-2-053-033 李傑盛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西門國小

055-2-049-002 蕭瀚騰 055-2-049-003 黃柏晰 055-2-049-004 呂星霏

055-2-052-001 黃竑棋 055-2-055-002 吳俊霆 055-2-055-003 趙崇愷

055-2-055-006 蔡沛妍 055-2-055-011 鄭博元 055-2-055-014 張皓雲

055-2-055-015 江芸甄 055-2-056-001 蔡雨彤 055-2-056-003 吳星彤

055-2-056-005 鄭凱元 055-2-056-006 黃翔恩 055-2-056-007 姜孟辰

055-2-056-008 楊羽瑄 055-2-056-010 唐泳潔 055-2-058-001 蕭明軒

055-2-058-002 吳宇皓 055-2-058-006 徐逸靜 055-2-058-008 薛宇彤

055-2-058-009 萬承翰 055-2-058-010 黃柏人 055-2-058-011 李品逸

055-2-058-012 葉宜衡 055-2-058-014 許晉維 055-2-058-015 張煥緒

055-2-058-016 陳楷崴 055-2-058-017 李晨因 055-2-058-018 黃予彤

055-2-058-021 許歆平 055-2-058-022 賴昶旭 055-2-058-023 許學睿

055-2-058-025 黎光硯 055-2-058-026 肖以妍 055-3-048-001 鄭子芃

055-3-049-002 劉峻銘 055-3-049-003 林亞璇 055-3-051-001 曹  新

055-3-052-001 周鼎叡 055-3-052-002 林上鈞 055-3-052-003 金竑燊

055-3-052-005 陳頎縈 055-3-052-007 劉上維 055-3-054-001 陳胤澄

055-3-054-002 劉中玄 055-3-054-003 陳彥霖 055-3-055-001 廖奕翔

055-3-055-002 匡禹丞 055-3-055-003 吳維宸 055-3-055-005 戴湘庭

055-3-055-007 呂柏緯 055-3-055-009 蕭睿慈 055-3-055-010 黃品承

055-3-058-001 賴昶羽 055-3-058-004 許展瑞 055-3-299-001 劉安媞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志清國小

082-2-077-001 白崇佑 082-2-077-003 林彥宇 082-2-078-003 陳駿毅

082-2-080-001 李研睿 082-2-080-002 陳  敬 082-2-080-006 蔡佳臻

082-2-082-002 陳子珩 082-2-082-003 楊清翃 082-2-082-008 陳振綸

082-2-082-009 翁郡廷 082-2-082-010 王堉嘉 082-2-082-017 張皓棠

082-2-082-018 孟家樂 082-2-082-021 石宥婕 082-2-082-022 張語軒

082-2-082-029 戴倢歆 082-2-082-031 蘇怡蓁 082-2-082-032 張恩菻

082-2-082-034 莊杰翰 082-2-082-036 李丞翊 082-2-082-038 高子淳

082-2-082-039 高宇晴 082-2-083-002 張芷喬 082-2-083-003 林煜軒

082-2-085-001 呂庭睿 082-2-087-001 施韻育 082-2-095-001 高碩廷

082-2-095-002 劉恩碩 082-2-095-005 童亮燁 082-2-095-009 張治宏

082-2-095-010 嚴  恆 082-2-095-011 林懷寧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興隆國小

081-2-077-001 林恩雨 081-2-077-002 陳語喬 081-2-077-003 張珈睿

081-2-081-001 趙隽之 081-2-081-002 周秋甫 081-2-081-003 李智浩

081-2-081-004 楊翔伊 081-2-081-006 周承翰 081-2-081-007 潘明向

081-2-081-008 蔡羽彥 081-2-081-009 楊采潔 081-2-081-011 王以琳

081-2-081-012 翁語澤 081-2-081-013 張哲浩 081-2-081-014 傅奕翔

081-2-081-015 陳泓叡 081-2-081-018 邱惠淳 081-2-081-021 阮以熹

081-2-081-022 魏任祥 081-2-081-023 游凱丞 081-2-081-024 高薏琁

081-2-081-029 李文聰 081-2-081-032 鄭奕學 081-2-081-033 彭世光

081-2-081-034 吳泊錞 081-2-081-038 白琍倩 081-2-081-041 陳  曦

081-2-081-042 湯牧羲 081-2-081-047 查爾紳 081-2-081-057 廖禹晴

081-2-083-003 李軒毅 081-2-083-005 陳璽安 081-2-083-006 陳冠瑋

081-2-083-007 王苡歆 081-2-083-008 汪奕澄 081-2-083-010 陳熙妠

081-2-086-001 徐子晴 081-2-090-002 黃郁修 081-2-090-006 陳蔚豪

081-2-090-007 胡雨朔 081-2-091-001 黨浩恩 081-2-092-001 李品嫻

081-2-093-003 廖予晨 081-2-093-004 廖亦飛 081-2-093-005 沈躍桓

081-2-093-006 廖齊涵 081-2-094-002 王永畯 081-2-300-001 鍾孟軒

081-2-300-005 林微馨 081-2-300-006 黃祺茸 081-2-300-007 吳勁昊

081-2-300-008 陳致杏 081-2-301-001 林筠晏 081-2-301-002 潘永謙

081-3-077-001 翁浩天 081-3-077-002 吳裔加 081-3-078-001 張愷希

081-3-078-004 邱敘嘉 081-3-078-005 謝丰尹 081-3-081-001 蔡睿哲

081-3-081-003 柯舒妮 081-3-081-004 陳楷菲 081-3-081-006 曾冠豪

081-3-081-007 林韋丞 081-3-081-008 高毓琁 081-3-081-009 凌郁婷

081-3-081-011 林竩純 081-3-081-013 謝詠詠 081-3-081-018 陳映彤

081-3-081-019 連苡安 081-3-081-020 王語晨 081-3-081-021 白  滉

081-3-081-022 龔椲翔 081-3-081-023 柯昀萱 081-3-081-025 陳芊妤

081-3-081-026 吳錦菲 081-3-082-001 盧宥升 081-3-083-002 李芸芸



081-3-083-003 吳承恩 081-3-083-004 陳賢恩 081-3-086-001 鄭睿騏

081-3-089-003 吳品寬 081-3-092-001 林皓恩 081-3-092-002 謝旻忻

081-3-092-003 賈永滕 081-3-092-004 卓睿益 081-3-092-006 王昱凱

081-3-092-007 陳俞安 081-3-094-001 詹皓紜 081-3-095-001 許承祐

081-3-095-002 許時綠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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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木柵國小

084-2-077-001 賴劼熙 084-2-083-001 陳家財 084-2-084-003 姚朝瀚

084-2-084-008 陳玉昀 084-2-084-010 李奕溦 084-2-084-011 張宥恩

084-2-084-013 張育宸 084-2-084-014 郭品琳 084-2-084-021 胡千允

084-2-084-023 陳語賢 084-2-084-024 王勖光 084-2-084-028 顏以剛

084-2-084-029 張允睿 084-2-084-033 陳  熠 084-2-084-035 蔡恩怡

084-2-084-041 古登安 084-2-084-043 劉宇樂 084-2-084-046 黃心蕾

084-2-086-001 閻自曄 084-2-086-002 陳垣岓 084-2-087-001 魏右定

084-2-089-001 莊耾睿 084-2-089-004 傅鼎豪 084-2-089-005 許恩愷

084-2-089-006 黃定弘 084-2-090-002 陳楷傑 084-2-091-001 葉品樂

084-2-091-002 陳芓豪 084-2-091-003 簡盧晨 084-2-091-008 陳品樂

084-2-091-010 林湧翔 084-2-092-002 陳品妘 084-2-092-005 藍惟楚

084-2-092-006 藍友澤 084-2-092-007 楊永煜 084-2-092-008 陳柏睿

084-2-092-009 蔣皓耘 084-2-092-012 邱子瑞 084-2-092-014 徐行坤

084-2-092-016 李心妤 084-2-249-002 鄧凱亭 084-2-249-003 蔡宇恩

084-2-249-004 高柏特 084-2-249-006 蔡彤恩 084-2-249-007 楊光柔

084-2-249-008 蕭伃庭 084-2-297-001 黃慕溪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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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碧湖國小

134-2-133-002 陳思霓 134-2-133-005 梁瀞元 134-2-133-006 彭一桓

134-2-134-001 李宥徵 134-2-134-005 陳冠廷 134-2-134-007 林晅菲

134-2-134-009 彭煒晴 134-2-134-010 楊約晨 134-2-134-014 楊茗文

134-2-134-016 馬毅傑 134-2-134-028 唐堂 134-2-134-029 李宥萱

134-2-134-031 于肇翔 134-2-134-033 王昱翔 134-2-134-034 李承翰

134-2-134-036 徐若桐 134-2-134-037 吳翊瑄 134-2-134-041 楊程雁

134-2-134-050 陳冠宇 134-2-134-052 張喬崴 134-2-134-053 江品彥

134-2-134-058 梁喬紜 134-2-134-062 林秉喆 134-2-134-063 林柏均

134-2-134-065 莊政洲 134-2-134-066 謝宇浩 134-2-134-068 郭昀樂

134-2-134-072 高晨晰 134-2-138-003 李沂庭 134-2-138-006 劉書澔

134-2-138-007 張羿翰 134-2-138-009 劉宇婕 134-2-138-011 巫曜廷

134-2-138-015 王晟宇 134-2-138-021 陳筱蔓 134-2-138-024 黃子瑞

134-2-138-025 劉杰諾 134-2-138-026 朱柏諭 134-2-138-029 江允皓

134-2-138-030 黃子馨 134-2-138-031 林楷軒 134-2-138-033 蔡牧蒨

134-2-138-034 李昀瑾 134-2-141-004 朱康予 134-2-143-002 何紹國

134-2-143-003 劉泰福 134-2-143-009 蔡依蒨 134-2-143-010 林靖傑

134-2-143-012 李禹潔 134-2-143-015 黃依樂 134-2-144-003 歐陽霈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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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西湖國小

137-2-018-001 陳宥誠 137-2-018-002 葉庭瑞 137-2-018-003 王以澈

137-2-018-004 葉易澄 137-2-018-005 林子青 137-2-018-006 吳昀霏

137-2-018-007 陳羲品 137-2-018-008 鍾淳旭 137-2-018-009 王梓齊

137-2-133-002 歐又霖 137-2-133-003 郭定衡 137-2-133-006 方咨璿

137-2-133-007 陳彥任 137-2-133-008 詹天佑 137-2-133-011 廖明毅

137-2-133-012 沈宜辰 137-2-133-018 郭承育 137-2-133-019 林子程

137-2-133-020 簡靖栒 137-2-135-001 梁玹豪 137-2-135-002 李紳睿

137-2-135-003 游淮綾 137-2-135-005 劉昀燁 137-2-135-006 陳建豪

137-2-136-002 劉彥彤 137-2-137-002 洪裕峰 137-2-137-005 何承洧

137-2-137-008 陳宥晴 137-2-137-012 林品潔 137-2-137-013 周詠心

137-2-137-014 黃可晴 137-2-137-020 魏銓佑 137-2-137-021 莊詠皓

137-2-137-026 林以訢 137-2-137-027 郭名芸 137-2-139-001 蔡佾恩

137-2-139-002 謝秉筑 137-2-140-001 李侑栩 137-2-140-006 王柏勛

137-2-140-007 王炳桓 137-2-140-010 陳宣淮 137-2-140-011 張家綺

137-2-140-015 王植彥 137-2-140-017 曾子晏 137-2-140-019 吳柏緯

137-2-140-020 何睿耘 137-2-140-023 黃  襄 137-2-140-025 方書妤

137-2-140-026 許楷柏 137-2-140-027 張芯瑜 137-2-140-028 徐品媛

137-2-140-029 何禹誱 137-2-140-030 陳  詣 137-2-140-031 王泊淳

137-2-140-032 張雪岑 137-2-140-033 陳涓亞 137-2-141-001 張翼升

137-2-142-003 簡騰灝 137-2-142-006 陳予晴 137-2-143-002 李信頡

137-2-144-002 朱亭臻 137-3-034-001 李嚴安 137-3-133-002 徐紹睿

137-3-133-004 黃柏軒 137-3-133-006 潘姸之 137-3-133-008 方姿涵

137-3-137-001 黃磊恩 137-3-137-003 翁浩荃 137-3-137-005 陳  璿

137-3-137-006 王少棠 137-3-139-001 曾楷崴 137-3-139-003 劉旻燁

137-3-139-004 林品妍 137-3-139-005 楊秉叡 137-3-139-007 林子棋

137-3-139-008 林品瑄 137-3-141-001 林楷恩 137-3-141-002 莊侑澄



137-3-141-004 林嘉豪 137-3-141-005 唐品富 137-3-141-006 何睿哲

137-3-141-007 陳明賢 137-3-141-008 陳宥彤 137-3-141-009 王元欣

137-3-144-001 陳惟齊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麗湖國小

145-2-133-003 曹友謙 145-2-133-004 曾泓傑 145-2-135-002 賴向淳

145-2-135-003 蕭加恩 145-2-135-005 汪青翰 145-2-135-007 鄭詠甯

145-2-136-003 簡御軒 145-2-136-005 吳振羽 145-2-136-007 陳柏穎

145-2-136-008 林筠容 145-2-136-009 李宣澍 145-2-136-011 葛芸慈

145-2-136-013 柯晴薰 145-2-136-014 何珮瑜 145-2-138-002 王熙之

145-2-138-004 葉品岑 145-2-138-011 陳予恩 145-2-138-012 葉允樂

145-2-138-013 張睿恩 145-2-138-014 彭振原 145-2-139-002 念筠翔

145-2-139-003 陳苡文 145-2-139-005 鄭兆辰 145-2-139-007 周祐寬

145-2-139-008 林昱棠 145-2-139-009 陳俊希 145-2-139-010 黃睿霆

145-2-139-012 陳沚妍 145-2-139-015 徐碇捷 145-2-139-016 陳昡安

145-2-139-019 余冠廷 145-2-139-020 林姿語 145-2-139-022 鄭淑瑜

145-2-139-023 余  果 145-2-139-025 曾羿嘉 145-2-139-027 蕭祐晴

145-2-139-028 周禹彤 145-2-139-029 吳奕緯 145-2-139-030 唐興澄

145-2-139-034 莊昀臻 145-2-139-035 何品霖 145-2-140-002 程彥豐

145-2-141-001 陳宥綸 145-2-141-002 謝琮鎧 145-2-141-008 羅丞洲

145-2-141-011 劉芝青 145-2-141-014 陳禹臻 145-2-143-002 王昊澤

145-2-143-003 林宥儀 145-2-143-005 蔡喬丰 145-2-143-008 方胤羽

145-2-143-009 林  禧 145-2-143-010 劉羽晴 145-2-144-001 劉星岑

145-2-144-004 陳柏叡 145-2-144-005 鄭芷薇 145-2-144-007 馮宥崴

145-2-144-008 闕祐楷 145-2-144-009 胡茲涵 145-2-145-001 邱侲曦

145-2-145-002 李允安 145-2-145-003 張湟祿 145-2-145-005 黃晨浩

145-2-145-007 張尹婕 145-2-145-008 林子渝 145-2-145-010 呂紹瑀

145-2-145-014 蔡薰蓉 145-2-145-016 陳亦昕 145-2-145-018 賴奕翔

145-2-145-020 朱睿迦 145-2-145-022 史馥丞 145-2-145-026 王知微

145-2-145-027 葉晨妡 145-2-145-028 黃紹明 145-2-145-029 陳威任

145-2-145-030 温昊昕 145-2-145-033 林知頤 145-2-145-034 黃海寧



145-2-145-036 柯典佑 145-2-145-037 詹景元 145-2-145-038 白皓騰

145-2-145-039 張力珩 145-2-145-041 黃湘晴 145-2-145-042 尹紹輔

145-2-145-043 余嘉桐 145-2-145-044 吳庭宇 145-2-145-045 張家芮

145-2-145-049 楊凱捷 145-2-145-051 馬謙珣 145-2-145-052 王昱斌

145-2-145-054 陳泳如 145-2-145-055 崔庭于 145-2-145-056 簡以喬

145-2-145-057 許唯寧 145-2-145-058 雷鎮陽 145-2-145-059 林品叡

145-2-145-063 李采穎 145-2-145-065 張碩唐 145-2-145-066 李辰樂

145-2-145-069 傅伃希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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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胡適國小

074-2-070-001 劉岳展 074-2-070-003 吳睿軒 074-2-070-004 陳立竤

074-2-070-005 馮祐宸 074-2-070-006 高程廣 074-2-070-007 李其軒

074-2-070-009 周喆畇 074-2-070-013 莊蕎安 074-2-070-015 陳克勍

074-2-070-016 曾梓恩 074-2-070-018 鄭宇軒 074-2-070-019 劉泫承

074-2-070-026 林禾榛 074-2-070-028 邱彥愷 074-2-072-001 謝博宇

074-2-072-002 王昱淇 074-2-072-003 陳  蓁 074-2-072-006 楊詠淇

074-2-072-007 邱意潔 074-2-072-009 杜攸媛 074-2-073-001 謝秉翊

074-2-073-002 陳宣伊 074-2-073-005 林宸恩 074-2-073-013 陳諺霖

074-2-074-001 陳彥哲 074-2-074-002 陳諺融 074-2-074-003 陳孜愷

074-2-074-004 王淵筑 074-2-074-010 溫子儀 074-2-074-011 張孟澤

074-2-074-020 張品綸 074-2-074-022 顏玉晞 074-2-074-023 陳品亦

074-2-074-024 譚詠心 074-2-074-026 李侑澄 074-2-074-030 關哲明

074-2-074-032 羅道熹 074-2-074-035 許詠涵 074-2-074-036 曾宥程

074-2-074-038 洪泰沅 074-2-074-039 黃晨洋 074-2-074-041 廖昱晴

074-2-074-042 趙若雅 074-2-074-045 蔡亞勳 074-2-074-046 陳璽太

074-2-074-047 施睿恩 074-2-074-048 鍾涵申 074-2-074-053 林子勛

074-2-074-054 蔡秉樺 074-2-074-055 湯原熙 074-2-074-057 簡上喆

074-2-075-001 陳均愷 074-2-075-006 邱宸奕 074-2-075-008 林子耀

074-2-075-012 江睿芸 074-2-075-016 徐孝臻 074-2-075-017 王鈞瑤

074-2-075-020 賴欣媶 074-2-076-002 邱菘宜 074-2-076-003 陳希睿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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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士東國小

115-2-109-001 翁晨軒 115-2-109-002 俞柏羽 115-2-109-003 布旻儒

115-2-109-004 莊善喆 115-2-109-005 彭椽芾 115-2-109-006 陳昱睿

115-2-109-007 陳子彥 115-2-109-008 蕭宇彤 115-2-115-016 曹煜謙

115-2-115-021 張瑀倢 115-2-115-024 溫宇淇 115-2-115-031 黃泓珺

115-2-115-032 林品瀚 115-2-115-035 廖姿弦 115-2-115-037 林丞郁

115-2-115-042 陳奕翔 115-2-115-054 鄭兆勝 115-2-115-056 林宜臻

115-2-115-066 林宛瑜 115-2-115-067 張均懷 115-2-116-003 連語安

115-2-119-001 白畇云 115-2-122-002 宋品樂 115-2-127-003 張褘庭

115-2-127-005 陳及量 115-2-127-006 李耿華 115-2-127-007 鄧乃睿

115-2-127-011 邱睦凱 115-2-127-012 林芊妤 115-2-127-017 柯奎丞

115-2-128-001 林品叡 115-2-128-007 蕭奕睿 115-2-128-008 張品悅

115-2-128-009 廖安絜 115-2-128-011 楊景晴 115-2-128-012 林知毅

115-2-128-014 王沛昕 115-2-128-017 王允言 115-2-128-028 王  勛

115-2-128-030 莊  涵 115-2-128-031 吳禹霈 115-2-128-032 陳禹睿

115-2-128-035 張源材 115-2-128-037 李浚瑜 115-2-128-049 曾睿緯

115-2-128-055 梁庭瑜 115-2-130-008 張宸瑋 115-2-130-010 陳軒蓉

115-2-131-006 姚沐岑 115-2-131-008 林宥萱 115-2-132-001 劉建玖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士林國小

114-2-114-003 簡靖洋 114-2-114-004 林昇陽 114-2-114-009 龔得睿

114-2-114-012 鍾采紋 114-2-114-014 吳芊穎 114-2-114-015 江奕璇

114-2-114-017 顏子皓 114-2-114-019 陳宇恩 114-2-114-024 吳若榆

114-2-114-025 陳可安 114-2-114-033 蔡裕全 114-2-114-037 高子媗

114-2-114-047 于  果 114-2-114-058 何奇諾 114-2-114-059 葉承澤

114-2-114-060 蔡秉宏 114-2-114-072 何承耕 114-2-114-074 陳昭睿

114-2-114-083 林桐誼 114-2-114-084 何宣佑 114-2-114-091 周易澄

114-2-114-094 鄭惟方 114-2-116-004 邱宥瑄 114-2-116-006 余洹諒

114-2-116-009 陳奕華 114-2-118-002 何子譽 114-2-118-003 林子鈞

114-2-118-005 沈芸芸 114-2-118-024 陳蕾安 114-2-118-026 林雨彤

114-2-120-001 彭立欣 114-2-120-003 李胤碩 114-2-121-001 池沛旭

114-2-126-007 范弘碩 114-2-126-008 李亦涵 114-2-126-009 王宇維

114-2-126-010 林巧茵 114-2-302-002 蘇可寧 114-3-114-002 郭秉融

114-3-114-008 孫胤滔 114-3-114-009 林樂騏 114-3-114-011 蔡宜芯

114-3-114-012 游鈞皓 114-3-114-016 呂咨萱 114-3-114-017 侯廷叡

114-3-114-018 蔡侑廷 114-3-114-021 湯幸融 114-3-114-022 楊禹樂

114-3-114-023 陳品霏 114-3-114-025 李嘉軒 114-3-114-028 沈采慈

114-3-116-001 余柏樂 114-3-116-002 吳林伯威 114-3-116-003 蔡亦珽

114-3-116-004 曹芹禎 114-3-116-007 周軒義 114-3-116-008 林彤恩

114-3-116-010 陳柏華 114-3-118-001 翁承榆 114-3-118-005 顏紹安

114-3-119-001 呂沐芹 114-3-119-003 白伊杉 114-3-126-003 龔琮煜

114-3-126-004 龔姿滎 114-3-126-006 趙彥綸 114-3-126-007 陳巧樺

114-3-130-001 林敏萱 114-3-130-002 楊于毅 114-3-130-003 簡辰軒

114-3-130-004 徐勗展 114-3-130-005 楊于萱 114-3-130-006 林郁騰

114-3-130-007 宋恩敬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百齡國小

124-2-118-004 施卉芸 124-2-118-005 劉欣穎 124-2-118-008 許槐哲

124-2-118-010 陳廷語 124-2-121-001 潘宏毅 124-2-124-001 謝宥霆

124-2-124-006 何采璇 124-2-124-007 王妍心 124-2-124-013 李亞澄

124-2-124-019 林毓芯 124-2-124-020 姚安潔 124-2-124-024 翁浚皓

124-2-124-026 羅煜焬 124-2-124-027 鄭欣妮 124-2-124-028 林宥均

124-2-124-038 鄭羽彤 124-2-124-042 王嘉昊 124-2-124-045 葉禹帛

124-2-124-049 魏妤帆 124-2-126-001 高羽彤 124-2-126-003 吳育丞

124-2-126-005 黃語棠 124-2-126-006 余昊恩 124-2-132-001 張愷芸

124-3-118-001 許睿楊 124-3-119-001 辜妍甄 124-3-124-001 鄭文瑞

124-3-124-002 鄭穎澤 124-3-124-003 易宗銳 124-3-124-004 林珆安

124-3-124-007 林子歆 124-3-124-008 楊千嬉 124-3-124-009 張襄愛

124-3-124-011 吳禹諾 124-3-124-015 陳以理 124-3-124-016 李亞縉

124-3-124-018 陳思妤 124-3-124-022 李柏陞 124-3-126-001 黃聖硯

124-3-126-002 土登品麟 124-3-126-003 張庭慈 124-3-126-004 邱大維

124-3-126-005 強愷恩 124-3-126-006 連宥銓 124-3-129-001 鄧詠云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北投國小

096-2-096-001 江品劭 096-2-096-008 郭孟澄 096-2-096-009 賴格庠

096-2-096-010 黃佳霖 096-2-096-014 何宜臻 096-2-096-016 高天愛

096-2-096-020 羅詳富 096-2-096-021 陳禹諺 096-2-096-027 吳婕妘

096-2-096-032 張嘉懿 096-2-096-039 戴均錡 096-2-096-044 陳沛妮

096-2-096-046 陳禹凡 096-2-096-050 林萁緯 096-2-096-052 黃宥甯

096-2-096-058 楊凡萱 096-2-096-065 張睿仁 096-2-096-066 楊皓宇

096-2-096-067 蕭鉑桀 096-2-096-068 楊芯俞 096-2-096-070 許瑀倢

096-2-096-071 傅瀤萱 096-2-096-074 陳宥任 096-2-096-075 張方維

096-2-096-077 陳致諺 096-2-096-078 周久民 096-2-096-083 高郁菲

096-2-096-085 翁妍兒 096-2-101-003 林岩可 096-2-103-001 陳昀鑠

096-2-105-001 曾敏瑄 096-2-107-002 林品宏 096-2-107-003 吳緒紳

096-2-107-004 巫  洵 096-2-107-006 王若茵 096-2-107-009 蔡佳恩

096-2-303-001 呂宥鈞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關渡國小

099-2-099-001 李昀潪 099-2-099-011 張喆睿 099-2-099-012 陳侑謙

099-2-099-013 林小喬 099-2-099-017 許永聖 099-2-099-019 林書宇

099-2-099-025 高睿丞 099-2-099-026 彭澄意 099-2-099-027 王宥勻

099-2-099-029 蘇冠祐 099-2-099-031 賴麒任 099-2-105-003 曹瑜庭

099-2-105-004 朱芊瑞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逸仙國小

097-2-097-003 林晏仲 097-2-097-005 董益碩 097-2-097-006 邱群祐

097-2-097-007 謝宜璇 097-2-097-008 樊禹萱 097-2-097-009 蘇子妍

097-2-097-010 賴宇毅 097-2-097-013 古勝棠 097-2-097-024 張靖承

097-2-097-027 高宇恩 097-2-097-032 林仕宜 097-2-097-036 黃宥鈞

097-2-097-038 謝亞妍 097-2-097-039 蔡艾伶 097-2-101-001 孔繁現

097-2-105-001 陳觀硯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石牌國小

098-2-098-001 張哲睿 098-2-098-002 郭勁廷 098-2-098-006 魏辰洛

098-2-098-014 林沄萱 098-2-098-019 林大展 098-2-098-027 陳子耀

098-2-098-032 鄭宇喬 098-2-098-036 呂昀融 098-2-098-037 胡喬勛

098-2-098-039 朱品睿 098-2-098-043 李品蓁 098-2-098-044 宋琉允

098-2-098-047 金郁凱 098-2-098-049 蔡正宇 098-2-098-052 陳胤捷

098-2-098-065 陳彥羲 098-2-098-067 謝東諺 098-2-098-072 吳宸愷

098-2-098-073 江宇弘 098-2-098-074 謝權裕 098-2-098-079 江昊叡

098-2-098-083 張子庭 098-2-098-086 林沄霈 098-2-098-092 張劭晞

098-2-098-093 劉聿正 098-2-098-094 葉朔翔 098-2-098-099 李宥萱

098-2-098-108 陳泓燁 098-2-098-109 廖律婷 098-2-098-110 沈琳晞

098-2-098-112 陳允寬 098-2-098-116 張慕德 098-2-098-119 葉祐昕

098-2-098-124 潘鵬允 098-2-101-001 周嘉榆 098-2-101-003 蔡貫中

098-2-106-005 王弘名 098-2-106-008 陳懷恩 098-2-106-009 徐晧崴

098-2-108-001 李昱霈 098-2-108-003 王怡晴 098-2-108-009 吳俊毅

098-2-109-001 郭子睿 098-2-109-002 陳彥璋 098-2-109-005 李軒齊

098-2-109-009 莊昀熙 098-2-109-012 呂昀澤 098-2-109-014 郭子翊

098-2-304-001 蕭綵霈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臺北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文化國小

111-2-101-002 李宥霆 111-2-101-004 謝子淵 111-2-105-001 陳德薰

111-2-105-002 林棣雅 111-2-105-004 武品褕 111-2-105-005 張嫣庭

111-2-107-001 張瀚云 111-2-107-003 陳雨昕 111-2-107-004 郭澤曄

111-2-111-002 何昊恩 111-2-111-003 陳煜翔 111-2-111-005 李羽恆

111-2-111-006 劉芹芹 111-2-111-009 楊庭語 111-2-111-013 花子翊

111-2-111-014 陳  潼 111-2-111-016 陳毅展 111-2-111-018 薛竣升

111-2-111-019 陳楷中 111-2-111-021 楊昀浤 111-2-111-022 邱品馨

111-2-111-024 徐晨堯 111-2-111-025 林艾霖 111-2-111-028 郭柏成

111-2-111-029 陳品潼 111-2-111-030 吳杰緒 111-2-111-031 曹惟珩

111-2-111-032 賴楷芸 111-2-111-033 蔡維恩 111-2-111-034 曾琦崴

111-2-111-035 李宬邑 111-2-111-036 邱晨恩 111-2-111-037 陳泊錞

111-2-111-038 黃  丹 111-2-111-039 林楷捷 111-2-111-040 劉清妍

111-2-111-041 陳書妍 111-2-111-044 杜恩豪 111-2-111-047 黃靖媛

111-2-111-048 林品呈 111-2-111-049 林子棠 111-2-111-052 陳奕勳

111-2-111-053 彭琬喬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至108年12月31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