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 天主教靜修國中部 優先入學錄取名單(如下) 

錄取同學請於 3/20(二) 9:00~11:00 至學校報到 

 

錄取同學 請連結以下網址填寫表單       或用 QR Code 掃描表單 

https://goo.gl/forms/i8Gapmyb3yet6x1G3 

                            

     【107 天主教靜修國中部優先入學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 攜帶資料： 
戶口名簿(驗畢歸還)  2吋證照相片 1張(非生活照) 費用(請自備零錢) 

二、 報到程序 

1.繳驗證件：戶口名簿 

2.領取填寫資料 

(1)報到卡，2吋證照相片 1張貼在報到卡 

(2)暑期學藝活動回條繳回 

(3)英語夏令營報名表 

3.費用一覽表 

性別 班級 登記費 制服費 
暑期活動 暑期 

學藝活動 
總計 

ESL課程 英語夏令營 

女生 
ESL班 

200 8,430 
16,000 - 

1,870 
26,500  

人文班 - 4,500 15,000  

男生 
ESL班 

200 8,330 
16,000 - 

1,870 
26,400  

人文班 - 4,500 14,900  

備註說明  備註說明 A 備註說明 B 備註說明 C  

備註說明 A：制服加購部分(開學後調查) 

女生:冬季長褲 480元、白運動夾克 540元 

男生:白運動夾克 540元 

備註說明 B：皆含學費、教材、午餐、保險 

ESL暑期預備課程費用：7/30~8/10兩週(每天 9:00~16:00) 

美語村英語夏令營費用：7/30~8/03一週(每天 8:00~16:30) 

備註說明 C：8/13~8/22共 8天(每天 7:50~16:00)課程含代收聯合報作文班費用 300元 

※暑期學藝活動午餐為學校團膳(不提供蒸飯服務)。 

※團膳費用於學藝活動第一天，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繳費 520元(每餐 65元)，請自備餐具。 

三、領取書包、背包、襪子等新生用品(完成當天報到程序) 

四、7月 5日上午 9:00～11:00 

※請家長及新生到校完成北市教育局規定中學入學登記及量制服 

※北市教育局規定中學入學登記須攜帶學生畢業證書及家長印章 

※本校網址：www.bish.tp.edu.tw 

※洽詢電話：25574345分機 811（國中部）、205、206、208 (教務處) 

https://goo.gl/forms/i8Gapmyb3yet6x1G3


     

107 學年度 天主教靜修國中部 優先入學錄取名單 

考試編號 學生姓名 就讀小學 錄取班別 

0233 尤○涵 及人小學 ESL 雙語班 

0310 王○婷 吉林國小 人文班 

0413 王○駖 西門國小 人文班 

0137 王○婷 集美國小 人文班 

0101 王○安 延平國小 人文班 

0239 王○瑩 大龍國小 人文班 

0219 王○庭 厚德國小 ESL 雙語班 

0320 王○晴 重陽國小 人文班 

0112 王○壹 及人國小 ESL 雙語班 

0332 王○綾 福德國小 ESL 雙語班 

0329 史○祺 集美國小 ESL 雙語班 

0225 江○琳 及人小學 ESL 雙語班 

0108 江○樹 延平國小 人文班 

0208 江○嫺 古亭國小 ESL 雙語班 

0236 何○廷 昌平國小 ESL 雙語班 

0124 吳○宇 太平國小 ESL 雙語班 

0407 吳○嬅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119 吳○妤 大龍國小 ESL 雙語班 

0321 吳○蕙 榮富國小 人文班 

0118 吳○妤 南崁國小 人文班 

0217 呂○蕎 吉林國小 ESL 雙語班 

0213 李○洺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125 李○臻 永樂國小 ESL 雙語班 



0221 李○豫 五華國小 人文班 

0110 李○諭 光華國小 人文班 

0223 李○銨 鷺江國小 ESL 雙語班 

0109 李○儀 厚德國小 ESL 雙語班 

0315 李○璇 永樂國小 人文班 

0212 李○彤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127 李○寧 日新國小 人文班 

0105 李○綸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238 汪○鋒 雙連國小 ESL 雙語班 

0106 沈○恩 銘傳國小 ESL 雙語班 

0306 周○可 長安國小 ESL 雙語班 

0129 林○恩 士東國小 人文班 

0308 林○穎 碧華國小 ESL 雙語班 

0316 林○馨 中山國小 人文班 

0338 林○涵 光興國小 人文班 

0204 林○汝 仁愛國小 人文班 

0210 林○星 鷺江國小 人文班 

0322 林○洋 中山國小 人文班 

0416 林○宜 雙蓮國小 ESL 雙語班 

0237 林○蓓 興雅國小 人文班 

0425 林○卉 文心國小 ESL 雙語班 

0337 林○妤 正義國小 人文班 

0411 林○旭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19 林○佑 葫蘆國小 人文班 

0423 林○臻 忠義國小 人文班 

0331 林○妤 光仁小學 ESL 雙語班 

0229 林○瑜 忠義國小 ESL 雙語班 



0240 林○傑 百齡國小 ESL 雙語班 

0422 林○姍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218 林○彤 社子國小 人文班 

0138 邱○晴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304 侯○瑄 大龍國小 人文班 

0323 姚○嘉 文化國小 ESL 雙語班 

0335 洪○婷 五華國小 人文班 

0235 洪○恩 永樂國小 人文班 

0406 胡○真 大龍國小 人文班 

0202 胡○翌 大龍國小 ESL 雙語班 

0330 徐○呈 永安國小 ESL 雙語班 

0120 徐○廉 及人小學 ESL 雙語班 

0232 袁○文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317 張○瑜 薇閣小學 ESL 雙語班 

0102 張○晴 北投國小 人文班 

0328 張○瑄 雙連國小 ESL 雙語班 

0135 張○穎 忠義國小 人文班 

0133 張○勛 五華國小 人文班 

0325 張○茹 松山國小 人文班 

0312 曹○瑀 廣福國小 人文班 

0301 梁○淇 集美國小 人文班 

0206 莊○儀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339 莊○芸 再興小學 人文班 

0220 許○安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09 許○溦 葫蘆國小 人文班 

0216 許○沛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117 郭○晴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122 郭○岑 福星國小 人文班 

0207 陳○馨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12 陳○成 育才小學 人文班 

0334 陳○岑 雙蓮國小 人文班 

0318 陳○婕 樹林國小 ESL 雙語班 

0417 陳○璇 鷺江國小 人文班 

0215 陳○安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140 陳○菲 敦化國小 ESL 雙語班 

0116 陳○妤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309 陳○鋆 永福國小 人文班 

0123 陳○言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115 陳○妤 太平國小 人文班 

0205 陳○睿 正義國小 人文班 

0114 陳○璇 太平國小 人文班 

0336 陳○盈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324 陳○文 集美國小 人文班 

0130 陳○誼 北投國小 人文班 

0303 陳○誼 百齡國小 ESL 雙語班 

0126 陳○淯 薇閣小學 人文班 

0319 陳○文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134 曾○敏 集美國小 ESL 雙語班 

0403 游○ 仁愛國小 ESL 雙語班 

0415 黃○庭 信義國小 ESL 雙語班 

0121 黃○瑜 西園國小 ESL 雙語班 

0107 黃○語 
DOMINICAN 

 INTERNATI 
ESL 雙語班 

0103 黃○瑄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20 黃○瑋 大龍國小 人文班 

0230 黃○騫 葫蘆國小 ESL 雙語班 

0313 黃○慈 葫蘆國小 ESL 雙語班 

0405 黃○臻 北投國小 人文班 

0314 黃○婕 永福國小 ESL 雙語班 

0414    幸安國小 人文班 

0421 葉○庭 及人國小 ESL 雙語班 

0311 詹○汝 仁愛國小 人文班 

0228 廖○瑄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01 廖○佑 長安國小 人文班 

0404 劉○捷 忠義國小 ESL 雙語班 

0305 劉○芸 大龍國小 人文班 

0132 劉○妤 三重小學 ESL 雙語班 

0326 潘○佑 暖西國小 ESL 雙語班 

0104 蔡○欣 南港國小 ESL 雙語班 

0113 蔡○鈞 厚德國小 ESL 雙語班 

0209 蔡○郁 永樂國小 ESL 雙語班 

0131 蔡○芸 碧華國小 人文班 

0136 蔡○妏 及人小學 ESL 雙語班 

0307 蔡○萱 永福國小 ESL 雙語班 

0203 蔡○慶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10 蔡○吉 蓬萊國小 人文班 

0424 蔡○媛 中山國小 人文班 

0327 鄭○軒 忠義國小 ESL 雙語班 

0224 鄭○安 永平國小 ESL 雙語班 

0211 蕭○婷 光復國小 ESL 雙語班 

0333 賴○潔 三重國小 人文班 



0302 賴○彤 鷺江國小 ESL 雙語班 

0201 謝○蓁 永樂國小 ESL 雙語班 

0418 謝○蔚 集美國小 人文班 

0222 顏○軒 蓬萊國小 ESL 雙語班 

0340 蘇○穎 重陽國小 人文班 

 

 

錄取同學 請連結以下網址填寫表單       或用 QR Code 掃描表單 

https://goo.gl/forms/i8Gapmyb3yet6x1G3 

                            

 

 

https://goo.gl/forms/i8Gapmyb3yet6x1G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