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11 D348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1 
 

 

黃齡瑩 Lynn 

生日：1992/10/25  

派遣社：台北永福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020 

就讀學校：內湖高中 

2
 盧庭安 Annie 

生日：1993/09/29 

派遣社：台北福星社 

前往國家：美國 Ohio-Eric 

就讀學校：東山高中 

3 
 

 

陳思暐 Jimmy 

生日：1994/04/30 

派遣社：台北百福社 

前往國家：加拿大 D7010 

就讀學校：松山高中 

4
 陳奇遠 Stanley 

生日：1993/08/27 

派遣社：台北百福社 

前往國家：美國 C.S. 

就讀學校：永春高中 

5 
 

 

林汎修 Frank 

生日：1993/01/17 

派遣社：台北西北區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780 

就讀學校：西松高中 

6
 許方瑋 Jessie 

生日：1992/03/23 

派遣社：台北延平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810 

就讀學校：麗山高中 

7 
 

 

方崇安 Andy 

生日：1994/05/26 

派遣社：台北北門社  

前往國家：芬蘭 

就讀學校：成功高中 

8
 陳博炤 Tommy 

生日：1994/09/09 

派遣社：台北北門社 

前往國家：瑞士 

就讀學校：景文高中國中部 

9 
 

 

韓承宇 Serena 

生日：1993/12/14 

派遣社：台北民權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520 

就讀學校：海山高中 

10  陳佳琪 Pamela 

生日：1993/11/16 

派遣社：台北雙連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510 

就讀學校：南港高中 

11   

 

林軒萱 Regent 

生日：1995/01/10 

派遣社：台北大稻埕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金陵女中 

12  呂孟蓉 Betty 

生日：1994/05/05 

派遣社：台北大稻埕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700 

就讀學校：師大附中 

13 
陳意涵  

生日：1994/06/07 

派遣社：台北文山社 

前往國家：美國 ESSEX 

就讀學校：靜修女中 

14
 徐慶宇 King 

生日：1992/01/14 

派遣社：台北城西社 

前往國家：美國 D7170 

就讀學校：三重商工 

 



2010~11 D348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15 
 

 

吳榮洛 Kevin 

生日：1994/08/30 

派遣社：台北城西社 

前往國家：巴西 D4470 

就讀學校：大安高工進修部 

16  石子弘 Tina 

生日：1993/05/03 

派遣社：金門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650 

就讀學校：金門高中 

17 
 

 

黃苡禎 Coccolino 

生日：1994/08/02 

派遣社：永和社 

前往國家：匈牙利 D1911 

就讀學校：金甌女中 

18   陳琳瓏 Sunny 

生日：1993/07/02 

派遣社：永和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復興商工 

19 
 

 

溫佳曄 Ian 

生日：1992/02/09 

派遣社：中和社 

前往國家：墨西哥 D4180 

就讀學校：滬江高中 

20   楊睿軒 William 

生日：1990/02/17 

派遣社：雙和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育達高職 

21 
 柯力維 Leo 

生日：1990/02/17 

派遣社：雙和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890 

就讀學校：育達高職 

22
 徐岑妮 Chen-Ni 

生日：1992/04/10 

派遣社：中和社 

前往國家：捷克 D2240 

就讀學校：新店高中 

23 
 

 

謝孟桓 Arthur 

生日：1995/01/22 

派遣社：中和東區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440 

就讀學校：靜心國中 

24
 曾于庭 Joanne 

生日：1993/01/20 

派遣社：中和東區社 

前往國家：美國 C.S. 

就讀學校：育達高職 

25   

 

李易臻 Marisa 

生日：1994/09/29 

派遣社：中和福美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光仁國中 

26
 
蔡佳恩 Jenny 

生日：1994/08/06 

派遣社：中和圓通社 

前往國家：西班牙 

就讀學校：安康高中 

27  

 

廖翊含 Tina 

生日：1994/04/15 

派遣社：中和圓通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520 

就讀學校：光仁高中 

28
 蘇綺絢 Lannie 

生日：1993/12/20 

派遣社：台北城東社 

前往國家：美國 Ohio-Eric 

就讀學校：康橋高中 



2010~11 D348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29 
 

 

陳學緯  

生日：1992/06/19 

派遣社：台北城東社 

前往國家：美國 ESSEX 

就讀學校：西松高中 

30
 金彤甄 Mimi 

生日：1993/10/12 

派遣社：台北遠東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100 

就讀學校：達人女中 

31 
 

 

蘇綺絡 Irene 

生日：1993/12/20 

派遣社：台北城南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230 

就讀學校：康橋高中 

32
 王子豪 Peter 

生日：1994/11/01 

派遣社：台北永安社 

前往國家：美國 D7770 

就讀學校：永和國中 

33   

 

張 堯 Chester 

生日：1993/04/02 

派遣社：台北木蘭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格致中學 

34
 林佑泰 Teddy 

生日：1994/12/06 

派遣社：台北稻江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010 

就讀學校：麗山國中 

35 
 

 

江瑋恩 Vivi 

生日：1993/06/24 

派遣社：台北景福社 

前往國家：澳洲 D9450 

就讀學校：靜修女中 

36
 高崇倫 Robin 

生日：1994/06/24 

派遣社：台北景福社 

前往國家：美國 Florida 

就讀學校：成功高中 

37   葉曉昀 Grace 

生日：1992/11/27 

派遣社：台北昇陽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國立北商學院 

38
 呂致柔 Zoe 

生日：1992/10/02 

派遣社：永和社 

前往國家：美國 C.S. 

就讀學校：板橋高中 

39 
 

 

張哲軒 Jason 

生日：1994/07/23 

派遣社：台北艋舺社 

前往國家：澳洲 D9450 

就讀學校：板橋高中 

40
 林千豊 Jenny 

生日：1994/04/15 

派遣社：台北老松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710 

就讀學校：和平高中 

41 
 

 

陳 俞 Jenny 

生日：1995/02/16 

派遣社：台北老松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690 

就讀學校：復興高中 

42
 鄭雅鐘 Daniel 

生日：1994/02/06 

派遣社：新店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490 

就讀學校：淡水商工 



 

2010~11 D348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43 
 

 

王奕雯 Julitte 

生日：1992/01/4 

派遣社：新店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690 

就讀學校：育成高中 

44 許智洋 Alex 

生日：1995/02/02 

派遣社：翡翠社 

前往國家：美國 ESSEX 

就讀學校：濱江國中 

45 
 

 

呂志娟 Selly 

生日：1994/07/21 

派遣社：新店碧潭社 

前往國家：比利時 D1630 

就讀學校：崇光女中 

46
 劉安琪 Angel 

生日：1992/10/07 

派遣社：新店碧潭社 

前往國家：美國 C.S. 

就讀學校：稻江護家 

47  

 

陳妍秀 Cherry 

生日：1992/12/3 

派遣社：台北城中社 

前往國家：丹麥 

就讀學校：和平高中 

48
 傅思瑜 Katrlyn 

生日：1993/12/19 

派遣社：台北北海社 

前往國家：美國 D7150 

就讀學校：靜修女中 

49 
 

 

林柔妤 Loureen 

生日：1993/12/29 

派遣社：台北北海社 

前往國家：巴西 

就讀學校：復興高中 

50
 林妤玟 Wendy 

生日：1995/01/23 

派遣社：台北百合社 

前往國家：丹麥 

就讀學校：復興國中 

51 
 

 

凌于恬 Bernic 

生日：1994/06/26 

派遣社：台北百城社 

前往國家：日本 D2780 

就讀學校：靜修女中 

52   林子翔 Shawn 

生日：1992/06/11 

派遣社：台北百城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和平高中 

53 
 

 

莊芷涵 Maggie 

生日：1995/01/28 

派遣社：台北太平社 

前往國家：美國 Ohih-Eric 

就讀學校：永和國中 

 

 

 
 
 
 
 



2010~11 D350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1 
 

 

盧學儀 Lucy 

生日：1993/11/10  

派遣社：八德社 

前往國家：美國 7170 

就讀學校：陽明高中 

2
 謝庭嘉 Sandy 

生日：1993/03/05 

派遣社：平鎮社 

前往國家：澳洲 D9450 

就讀學校：治平高中 

3 
 簡銘宏 Anson 

生日：1993/12/11 

派遣社：中壢中興社 

前往國家：美國 Florida 

就讀學校：大華中學 

4
 鍾彥莛 Tiffany 

生日：1993/07/23 

派遣社：中壢南星社 

前往國家：加拿大 D5080 

就讀學校：中壢家商 

5 
 

 

張雅琪 Kia 

生日：1992/12/4 

派遣社：中壢東南社 

前往國家：日本 D2740. 

就讀學校：治平高中 

6
 余孟軒 Brian 

生日：1992/08/04 

派遣社：新竹東北區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500 

就讀學校：新竹高工 

7 
 

 

陳佳伶 Teresa 

生日：1992/11/11 

派遣社：新竹竹塹社 

前往國家：瑞士 

就讀學校：竹南高中 

8
 林翁瀚 Ace 

生日：1993/09/11 

派遣社：新竹東區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020 

就讀學校：磐石高中 

9 
 

 

黃文柔 Ariel 

生日：1994/06/04 

派遣社：竹南社 

前往國家：法國 D1650 

就讀學校：亞太美國學校 

10
 王子瑄 Jason 

生日：1994/06/16 

派遣社：竹南百齡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030 

就讀學校：衛道中學 

11 
 彭晟庭 Edward 

生日：1994/06/18 

派遣社：頭份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190 

就讀學校：苗栗高中 

12
 劉若寧 Emilia 

生日：1994/07/24 

派遣社：苗栗東南社 

前往國家：加拿大 D5370 

就讀學校：苗栗建台中學 

13 
 

 

陳育庭 Sara 

生日：1994/07/28 

派遣社：苗栗百齡社 

前往國家：美國 ESSEX 

就讀學校：新興高中 

14 鍾權昇 Frank 

生日：1994/06/07 

派遣社：中壢南星社 

前往國家：美國 D5100 

就讀學校：大華中學 



2010~11 D3500 Outbound Students (Long Term) 

Exchange Period：2010.8~2011.7 

15   黃敏芳 Sharlin 

生日：1995/03/04  

派遣社：新竹竹塹社 

前往國家：德國  

就讀學校：義民中學國中部 

16
 徐愷陽 Annie 

生日：1994/04/28 

派遣社：八德社 

前往國家：美國 C.S. 

就讀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