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年度客語能力認證數位化初級考試合格名單（大埔腔）

腔調 准考證 姓名 腔調 准考證 姓名

大埔 1010343 葉房鳳珠 大埔 1050233 陳奕蓁
大埔 1030280 管千秀 大埔 1050234 胡芸齊
大埔 1041083 郭仁杰 大埔 1050235 劉宜姍
大埔 1050003 羅文俊 大埔 1050236 詹信賢
大埔 1050025 蔡宇盛 大埔 1050239 林哲瑋
大埔 1050044 劉若瑜 大埔 1050241 黃昭瑜
大埔 1050060 許瑋庭 大埔 1050243 廖祐新
大埔 1050066 王玉春 大埔 1050247 謝雅妮
大埔 1050069 劉嘉昌 大埔 1050248 林宇軒
大埔 1050070 賢羿圻 大埔 1050249 蔡文輔
大埔 1050080 劉綵琪 大埔 1050251 林采潔
大埔 1050161 廖卉榛 大埔 1050254 羅竹凱
大埔 1050162 吳欣儒 大埔 1050256 曾宥苡
大埔 1050174 林源峰 大埔 1050257 詹彩渝
大埔 1050178 王秀勤 大埔 1050259 張詠涵
大埔 1050180 劉瑞圓 大埔 1050260 張軒毓
大埔 1050182 余錦玉 大埔 1050262 張卉伃
大埔 1050188 胡峻穎 大埔 1050263 黃于軒
大埔 1050189 邱子杰 大埔 1050268 張卉昀
大埔 1050192 詹益庭 大埔 1050269 沈宸睿
大埔 1050193 連振凱 大埔 1050271 李偉宸
大埔 1050196 劉佩玟 大埔 1050275 許昊昕
大埔 1050203 劉芮安 大埔 1050278 劉旻宣
大埔 1050208 邱子妮 大埔 1050279 劉育君
大埔 1050209 劉昕柔 大埔 1050280 傅卉妮
大埔 1050210 鄧竣凱 大埔 1050285 黃郁文
大埔 1050212 羅房函 大埔 1050286 吳柏均
大埔 1050215 劉康玄 大埔 1050287 許庭珊
大埔 1050216 羅房妤 大埔 1050290 劉宜欣
大埔 1050217 余欣 大埔 1050295 張慈芳
大埔 1050222 劉羽婷 大埔 1050299 邱郁芳
大埔 1050225 吳雨軒 大埔 1050304 劉育伶
大埔 1050229 古佳穎 大埔 1050309 賴姿婷
大埔 1050232 張素雯 大埔 1050313 張弘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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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調 准考證 姓名 腔調 准考證 姓名

大埔 1050320 戴延岳 大埔 2050236 詹凱崴
大埔 1050321 黃玉芬 大埔 2050237 江翊嘉
大埔 1050323 古智文 大埔 2050238 田艾立
大埔 1050324 賴鍈宜 大埔 2050240 劉明媛
大埔 1050327 林于愷 大埔 2050242 劉應東
大埔 1050330 劉丞祐 大埔 2050243 劉峻豪
大埔 1050331 黃譜穎 大埔 2050247 李芷昀
大埔 1050332 吳素芬 大埔 2050248 賴敏欣
大埔 1050335 吳尹嫻 大埔 2050253 張珮欣
大埔 1050336 魏瑞蓮 大埔 2050254 劉冠杰
大埔 1050339 詹敬強 大埔 2050255 陳霖
大埔 1050340 王信介 大埔 2050257 謝尚益
大埔 1050341 吳沛芸 大埔 2050258 張庭瑜
大埔 1050343 古蕙華 大埔 2050262 黃焌騰
大埔 1050344 侯敏婷 大埔 2050263 黃珮瑀
大埔 1050345 鍾玉玲 大埔 2050265 蔡昀恣
大埔 1050347 鄧佳麗 大埔 2050267 詹前宥
大埔 1050352 張淑真 大埔 2050268 詹孟臻
大埔 1090021 鄧志娟 大埔 2050269 徐宥翔
大埔 2010086 傅智慧 大埔 2050271 徐鈺雰
大埔 2010188 張期鈞 大埔 2050272 吳鎧榕
大埔 2010381 廖偉志 大埔 2050280 張宜庭
大埔 2040536 連威翔 大埔 2050282 謝羽萱
大埔 2050023 孫惠珍 大埔 2050283 林孟和
大埔 2050128 陳和義 大埔 2050285 楊淑渝
大埔 2050137 羅聰賢 大埔 2050290 江欣穎
大埔 2050146 吳淑美 大埔 2050291 詹凱卿
大埔 2050150 廖志忠 大埔 2050295 陳世凌
大埔 2050153 周志遠 大埔 2050296 羅宇竣
大埔 2050170 劉佳芳 大埔 2050297 林子揚
大埔 2050173 温明媛 大埔 2050298 賴美均
大埔 2050196 劉芫君 大埔 2050300 劉品萱
大埔 2050227 劉佳怡 大埔 2050303 張艾慈
大埔 2050228 劉書佑 大埔 2050305 劉俞旼
大埔 2050232 邱玉芳 大埔 2050306 池孟禪
大埔 2050235 徐采萱 大埔 2050307 池珮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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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2050308 劉莉迎 大埔 2050380 張玟銨
大埔 2050310 劉育理 大埔 2050381 蔣鎰謙
大埔 2050311 李美娟 大埔 2050384 林詩儒
大埔 2050312 李雯惠 大埔 2050386 廖郁琪
大埔 2050313 張珮宜 大埔 2050387 紀于韓
大埔 2050316 詹佳怡 大埔 2050388 張詠晴
大埔 2050317 詹薰瑜 大埔 2050390 劉家銘
大埔 2050318 吳宇恩 大埔 2050394 劉思妤
大埔 2050321 詹玟諺 大埔 2050395 張尹亭
大埔 2050322 王鐿雯 大埔 2050396 劉宇晨
大埔 2050324 鄧佳容 大埔 2050398 張小珊
大埔 2050325 宋珮瑄 大埔 2050401 何明慧
大埔 2050326 劉京旻 大埔 2050408 湯雨靜
大埔 2050329 李沅羲 大埔 2050410 邱莉珊
大埔 2050330 劉懿嬅 大埔 2050411 劉睿緯
大埔 2050341 羅宥婷 大埔 2050414 林沛妤
大埔 2050344 連祐慈 大埔 2050416 劉美楨
大埔 2050347 林麗卿 大埔 2050418 利錦怡
大埔 2050349 管子媁 大埔 2050419 胡富榮
大埔 2050350 張哲豪 大埔 2050420 吳芝瑗
大埔 2050351 張嘉妤 大埔 2050421 余苡潔
大埔 2050352 蘇泓翰 大埔 2050422 簡正智
大埔 2050359 林詠瀅 大埔 2050423 劉欣旻
大埔 2050361 陳明楷 大埔 2050424 張祐寧
大埔 2050363 蘇俊澄 大埔 2050428 李玥緣
大埔 2050364 杜季霖 大埔 2050429 劉孟暉
大埔 2050365 鄭羽芯 大埔 2050431 蘇冠忠
大埔 2050368 李恩熙 大埔 2050432 江欣慧
大埔 2050369 張祐睿 大埔 2050434 劉怡婷
大埔 2050372 謝學全 大埔 2050436 詹曛菱
大埔 2050373 徐子妮 大埔 2050437 周珈微
大埔 2050376 廖澤濬 大埔 2050439 廖怡雅
大埔 2050377 鄭淨文 大埔 2140085 林宛瑾
大埔 2050379 張玟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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