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6月 6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69987A 號函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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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6 月 6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69987A 號函，本

年度申請在家教育學生，其安置結果提至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就學輔導會議審議

後，經適性輔導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確認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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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宜蘭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頭城國中 廖○廷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1 

2 頭城國中 蔡○珊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2 

3 員山國中 李○賢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3 

4 員山國中 林○鑫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4 

5 羅東國中 李○志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5 

6 羅東國中 邱○琳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6 

7 羅東國中 鄭○治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7 

8 羅東國中 藍○均 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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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基隆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秀峰高中(國中部) 王○媗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1 

2 安樂中學(國中部) 江○華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2 

3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阮○勇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3 

4 明德國中 馬○翔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4 

5 秀峰高中(國中部) 康○庭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5 

6 明德國中 張○揚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6 

7 信義國中 莊○喆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7 

8 安樂中學(國中部) 陳○安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8 

9 樟樹實中附設國中部 楊○萱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信義國中 楊○訓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瑞芳國中 楊○均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金山高中(國中部) 魏○宇 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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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新竹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育賢國中 王○嘉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1 

2 新豐國中 江○辰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2 

3 育賢國中 呂○程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3 

4 建華國中 沈○平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4 

5 光華國中 林○晟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5 

6 六家高中(國中部) 施○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6 

7 香山高中(國中部) 孫○德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7 

8 光華國中 許○憲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8 

9 竹北國中 郭○緯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新竹特教學校 陳○芩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香山高中(國中部) 陳○儒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香山高中(國中部) 陳○希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光華國中 陳○旭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光華國中 曾○婷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香山高中(國中部) 游○誠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香山高中(國中部) 游○瑄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新竹特教學校 黃○芸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竹北國中 黃○瑤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竹北國中 楊○儀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新竹特教學校 葉○瑋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0 

21 竹北國中 詹○真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1 

22 新竹特教學校 廖○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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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23 竹東國中 廖○希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3 

24 新竹特教學校 劉○漢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4 

25 香山高中(國中部) 劉○恩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5 

26 芎林國中 歐○庭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6 

27 新竹特教學校 蔡○樺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7 

28 香山高中(國中部) 鄭○琦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8 

29 光武國中 鄭○承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29 

30 竹東國中 蕭○駿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0 

31 新竹特教學校 謝○柔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1 

32 建華國中 謝○瑀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2 

33 新豐國中 鍾○浩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3 

34 竹東國中 鍾○婕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4 

35 芎林國中 羅○泰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5 

36 新竹特教學校 温○明 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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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苗栗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鹤岡國中 劉○葦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1 

2 鹤岡國中 鍾○怡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2 

3 照南國中 巫○宇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3 

4 照南國中 林○妤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4 

5 照南國中 蔡○臻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5 

6 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洪○婷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6 

7 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陳○琳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7 

8 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蔡○承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8 

9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朱○諾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李○霖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林○芳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風○文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徐○娟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陳○東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陳○翔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楊○屹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詹○霖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苗栗國中 李○凌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烏眉國中 温○蓁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頭份國中 李○晟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0 

21 頭份國中 林○鈞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1 

22 頭份國中 林○伶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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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23 頭份國中 林○倫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3 

24 頭份國中 黃○好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4 

25 頭份國中 溫○叡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5 

26 頭份國中 謝○欣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6 

27 香山高中(國中部) 呂○萱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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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南投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中興國中 劉○寧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1 

2 水里國中 陳○盛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2 

3 旭光高中(國中部) 洪○恆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3 

4 旭光高中(國中部) 陳○元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4 

5 旭光高中(國中部) 黃○誠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5 

6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宋○揚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6 

7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李○睿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7 

8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張○宸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8 

9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張○勛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埔里國中 洪○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埔里國中 連○佑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埔里國中 劉○忠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埔里國中 蘇○芳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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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彰化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二林高中(國中部) 呂○祈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1 

2 二林高中(國中部) 洪○睿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2 

3 二林高中(國中部) 洪○真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3 

4 二林高中(國中部) 莊○安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4 

5 和美實驗學校 王○傑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5 

6 和美實驗學校 王○承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6 

7 和群國中 邵○政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7 

8 和群國中 葉○豪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8 

9 鹿港國中 施○程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吳○廣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李○祐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李○陞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朋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愷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逸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均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張○瑜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張○勳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陳○麒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曾○育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0 

21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黃○誠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1 

22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蔡○潔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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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23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賴○祥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3 

24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謝○淇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4 

25 彰安國中 張○銘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5 

26 彰安國中 黃○涵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6 

27 彰安國中 葉○秀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7 

28 福興國中 林○君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8 

29 竹山國中 蔡○珊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9 

30 竹山國中 魏○恩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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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雲林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北港國中 蔡○慈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1 

2 西螺國中 關○傑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2 

3 崇德國中 王○興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3 

4 崇德國中 姚○篪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4 

5 崇德國中 孫○徽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5 

6 崇德國中 陳○輝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6 

7 麥寮高中(國中部) 林○卉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7 

8 麥寮高中(國中部) 許○宏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8 

9 麥寮高中(國中部) 曾○彤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麥寮高中(國中部) 蔡○伶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丘○翔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吳○叡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吳○宏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李○霖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高○圻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高○慧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郭○佑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陳○宏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楊○頷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蕭○欣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20 

21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鍾○富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21 

22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顏○晏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22 

23 和美實驗學校 顏○意 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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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嘉義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中埔國中 魏○華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1 

2 水上國中 鄭○發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2 

3 北港國中 林○鈞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3 

4 北興國中 吳○靜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4 

5 北興國中 黃○儀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5 

6 民生國中 王○鈞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6 

7 民生國中 洪○佑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7 

8 民生國中 黃○源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8 

9 民雄國中 劉○瑄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民雄國中 蔡○人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白河國中 邱○傑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南新國中 侯○宥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南新國中 莊○睿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南新國中 鄭○甫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南新國中 魏○紘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義竹國中 柯○豪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林○紘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林○紜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施○寶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鄭○泉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20 

21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謝○沅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21 

22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蘇○茜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22 

23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吳○安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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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臺南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阿蓮國中 王○凱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1 

2 新化國中 王○芸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2 

3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江○欣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3 

4 崇明國中 呂○宇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4 

5 新化國中 陳○佑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5 

6 復興國中 買○瑩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6 

7 崇明國中 黃○鈞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7 

8 新化國中 蘇○喬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8 

9 復興國中 方○瑄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1 

10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王○綺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2 

11 金城國中 王○雲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3 

12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王○婷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4 

13 仁德國中 吳○勳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5 

14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杜○杰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6 

15 永康國中 林○蓁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7 

16 復興國中 林○丞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8 

17 新興國中 林○澕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09 

18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林○恩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0 

19 仁德國中 徐○涵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1 

20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張○愷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2 

21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許○鈞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3 

22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章○芳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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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23 仁德國中 傅○竣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5 

24 安順國中 彭○偉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6 

25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曾○今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7 

26 永康國中 曾○鍇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8 

27 復興國中 曾○鋐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19 

28 金城國中 黃○豪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0 

29 永康國中 黃○錚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1 

30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黃○銓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2 

31 延平國中 黃○瑈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3 

32 永仁高中(國中部) 黃○文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4 

33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黃○也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5 

34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楊○勳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6 

35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楊○丞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7 

36 金城國中 葉○瑀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8 

37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劉○雯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29 

38 仁德國中 劉○翰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0 

39 仁德國中 歐○穎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1 

40 金城國中 歐○榛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2 

41 延平國中 蔡○軒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3 

42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蔡○翰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4 

43 延平國中 鄭○祐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5 

44 復興國中 鄭○瓅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6 

45 新興國中 謝○芸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7 

46 復興國中 顏○丞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8 

47 復興國中 蘇○睿 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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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屏東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沈○勇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1 

2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林○行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2 

3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黃○威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3 

4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鍾○均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4 

5 中正國中 夏○豪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5 

6 中正國中 張○仕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6 

7 中正國中 鄭○萱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7 

8 公正國中 尤○翔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8 

9 公正國中 柳○鎮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長治國中 黃○玲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長治國中 蔡○雯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恆春國中 杜○豪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瑪家國中 潘○恩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潮州國中 林○平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4 

15 潮州國中 洪○婕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5 

16 潮州國中 陳○安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6 

17 潮州國中 潘○豪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7 

18 鹽埔國中 李○蕊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8 

19 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湯○雄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19 

20 光春國中 吳○瑄 佳冬高農 01 

21 東港國中 謝○慧 佳冬高農 02 

22 東港國中 蘇○翔 佳冬高農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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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23 枋寮高中(國中部) 陳○欣 佳冬高農 04 

24 林邊國中 林○晴 佳冬高農 05 

25 南州國中 李○玲 佳冬高農 06 

26 萬丹國中 林○廷 佳冬高農 07 

27 萬丹國中 陳○安 佳冬高農 08 

28 萬丹國中 蔣○智 佳冬高農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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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花蓮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吳○芢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1 

2 美崙國中 李○璇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2 

3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邱○安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3 

4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姚○愛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4 

5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高○偉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5 

6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高○翔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6 

7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許○凱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7 

8 秀林國中 劉○諮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8 

9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潘○恩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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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臺東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東大附特 田○民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1 

2 東大附特 沈○瑾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2 

3 東大附特 胡○維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3 

4 東大附特 孫○策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4 

5 東大附特 高○緆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5 

6 東大附特 張○翔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6 

7 東大附特 莊○易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7 

8 東大附特 陳○烜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8 

9 東大附特 陳○凱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09 

10 東大附特 陳○維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0 

11 東大附特 蕭○哲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1 

12 新生國中 孫○旎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2 

13 新生國中 顏○翔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3 

14 新港國中 羅○苓 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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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澎湖區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1 馬公國中 高○家 澎湖海事高職 01 

2 馬公國中 陳○嫻 澎湖海事高職 02 

3 馬公國中 歐○國 澎湖海事高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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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全國區肢體障礙類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安置科別 

1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仇○恩 和美實驗學校 01 綜合高中 

2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王○元 和美實驗學校 02 綜合高中 

3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王○澔 和美實驗學校 03 綜合高中 

4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王○合 和美實驗學校 04 綜合高中 

5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古○玲 和美實驗學校 05 綜合高中 

6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巫○宇 和美實驗學校 06 綜合高中 

7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林○宏 和美實驗學校 07 綜合高中 

8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林○彤 和美實驗學校 08 綜合高中 

9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文 和美實驗學校 09 綜合高中 

10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安 和美實驗學校 10 綜合高中 

11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辰 和美實驗學校 11 綜合高中 

12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黃○彤 和美實驗學校 12 綜合高中 

13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歐○惠 和美實驗學校 13 綜合高中 

14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蔡○恩 和美實驗學校 14 綜合高中 

15 彰泰國中 楊○星 和美實驗學校 15 綜合高中 

16 育賢國中 洪○寬 和美實驗學校 16 綜合高中 

17 三多國中 邱○增 和美實驗學校 17 綜合高中 

18 忠孝國中 王○鈞 和美實驗學校 18 綜合高中 

19 林邊國中 張○怡 和美實驗學校 19 綜合高中 

20 大道國中 葉○彥 和美實驗學校 20 綜合高中 

21 新光國中 黃○潔 和美實驗學校 21 綜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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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全國區聽覺障礙類安置結果名冊 

序號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安置學校 安置科別 

1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王○華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1 綜合高中 

2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何○鈞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2 綜合高中 

3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洪○齊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3 綜合高中 

4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陳○育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04 綜合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