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簡稱 姓名 學號 座號 科目簡稱
美術六1 王O羽 713020 01 英文Ⅵ
美術六1 王O 713021 02 英文Ⅵ
美術六1 李O衡 713022 03 英文Ⅵ
美術六1 張O庭 713025 06 英文Ⅵ
美術六1 曹O翔 713026 07 英文Ⅵ
美術六1 許O翔 713027 08 英文Ⅵ
美術六1 陳O獲 713028 09 英文Ⅵ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英文Ⅵ
美術六1 謝O翔 713030 11 英文Ⅵ
美術六1 李O蓁 713035 16 英文Ⅵ
美術六1 沈O妤 713036 17 英文Ⅵ
美術六1 林O綺 713038 19 英文Ⅵ
美術六1 邱O甄 713039 20 英文Ⅵ
美術六1 許O絜 713042 23 英文Ⅵ
美術六1 陳O柔 713043 24 英文Ⅵ
美術六1 董O妤 713046 27 英文Ⅵ
美術六1 謝O阡 713049 30 英文Ⅵ
英六1 王O筑 711266 11 英文Ⅵ
英六1 江O綺 711267 12 英文Ⅵ
英六1 周O嫻 711269 14 英文Ⅵ
英六1 莊O慧 711273 18 英文Ⅵ
英六1 黃O綾 711279 24 英文Ⅵ
英六1 鄭O芸 711285 30 英文Ⅵ
音樂六1 沈O翔 712001 01 英文Ⅵ
音樂六1 黃O家 712003 03 英文Ⅵ
音樂六1 詹O和 712004 04 英文Ⅵ
音樂六1 王O婕 712006 06 英文Ⅵ
音樂六1 王O玉 712007 07 英文Ⅵ
音樂六1 李O芷 712009 09 英文Ⅵ
音樂六1 邱O莓 712010 10 英文Ⅵ
音樂六1 胡O萍 712011 11 英文Ⅵ
音樂六1 張O婷 712012 12 英文Ⅵ
音樂六1 陳O諠 712013 13 英文Ⅵ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英文Ⅵ
音樂六1 楊O閑 712016 16 英文Ⅵ
音樂六1 賴O珊 712017 17 英文Ⅵ
音樂六1 藍O珊 712019 19 英文Ⅵ
音樂六1 張O謙 712290 22 英文Ⅵ
普六1 王O澤 711218 03 英文Ⅵ
普六1 李O恩 711178 06 英文Ⅵ
普六1 林O程 711226 08 英文Ⅵ
普六1 郭O典 711183 18 英文Ⅵ
普六1 劉O諺 711148 23 英文Ⅵ
普六1 李O萱 711152 28 英文Ⅵ
普六1 林O翎 711237 31 英文Ⅵ
普六1 邱O瑋 711197 32 英文Ⅵ
普六1 黃O真 711247 43 英文Ⅵ
普六1 楊O涵 711250 46 英文Ⅵ
普六2 許O甄 711202 20 英文Ⅵ
普六3 李O霆 711137 07 英文Ⅵ
普六3 林O瑜 711225 09 英文Ⅵ
普六3 梁O霆 711232 14 英文Ⅵ
普六3 戴O朋 711234 16 英文Ⅵ
普六3 施O妤 711156 20 英文Ⅵ
普六3 張O雅 711239 22 英文Ⅵ



普六3 陳O涵 711243 25 英文Ⅵ
普六3 黃O秀 711165 28 英文Ⅵ
普六3 黃O菁 711167 29 英文Ⅵ
普六3 蔡O珊 711171 32 英文Ⅵ
普六3 賴O為 711252 34 英文Ⅵ
舞蹈六1 巫O婷 714053 04 英文Ⅵ
舞蹈六1 林O君 714059 10 英文Ⅵ
體育六1 林O正 715072 03 英文Ⅵ
體育六1 林O承 715289 04 英文Ⅵ
體育六1 張O成 715076 07 英文Ⅵ
體育六1 張O承 715077 08 英文Ⅵ
體育六1 許O元 715078 09 英文Ⅵ
體育六1 辜O晏 715082 13 英文Ⅵ
體育六1 廖O峻 715084 15 英文Ⅵ
體育六1 謝O弘 715087 18 英文Ⅵ
體育六1 謝O瑋 715089 20 英文Ⅵ
體育六1 盧O貞 715100 31 英文Ⅵ
體育六2 鐘O翔 715127 27 英文Ⅵ
美術六1 王O羽 713020 01 國文Ⅵ
美術六1 李O衡 713022 03 國文Ⅵ
美術六1 張O庭 713025 06 國文Ⅵ
美術六1 許O翔 713027 08 國文Ⅵ
美術六1 陳O獲 713028 09 國文Ⅵ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國文Ⅵ
美術六1 謝O翔 713030 11 國文Ⅵ
美術六1 沈O妤 713036 17 國文Ⅵ
美術六1 邱O甄 713039 20 國文Ⅵ
美術六1 洪O旻 713040 21 國文Ⅵ
美術六1 許O絜 713042 23 國文Ⅵ
美術六1 董O妤 713046 27 國文Ⅵ
美術六1 謝O阡 713049 30 國文Ⅵ
英六1 謝O丞 711265 10 國文Ⅵ
英六1 王O筑 711266 11 國文Ⅵ
英六1 莊O慧 711273 18 國文Ⅵ
英六1 陳O蓉 711276 21 國文Ⅵ
英六1 ?O甄 711278 23 國文Ⅵ
英六1 鄭O芸 711285 30 國文Ⅵ
英六1 薛O沂 711286 31 國文Ⅵ
音樂六1 沈O翔 712001 01 國文Ⅵ
音樂六1 黃O家 712003 03 國文Ⅵ
音樂六1 詹O和 712004 04 國文Ⅵ
音樂六1 王O婕 712006 06 國文Ⅵ
音樂六1 王O玉 712007 07 國文Ⅵ
音樂六1 李O芷 712009 09 國文Ⅵ
音樂六1 邱O莓 712010 10 國文Ⅵ
音樂六1 胡O萍 712011 11 國文Ⅵ
音樂六1 陳O諠 712013 13 國文Ⅵ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國文Ⅵ
音樂六1 楊O閑 712016 16 國文Ⅵ
音樂六1 賴O珊 712017 17 國文Ⅵ
音樂六1 藍O珊 712019 19 國文Ⅵ
音樂六1 張O謙 712290 22 國文Ⅵ
音樂六1 陳O諺 712292 23 國文Ⅵ
普六1 林O程 711226 08 國文Ⅵ
普六1 謝O軒 711191 25 國文Ⅵ
普六1 李O萱 711152 28 國文Ⅵ



普六1 孫O嬬 711159 36 國文Ⅵ
普六1 黃O真 711247 43 國文Ⅵ
普六2 黃O豐 711189 09 國文Ⅵ
普六2 黃O茹 711166 26 國文Ⅵ
普六3 江O昌 711222 04 國文Ⅵ
普六3 戴O朋 711234 16 國文Ⅵ
普六3 施O瑜 711238 21 國文Ⅵ
普六3 陳O妤 711241 23 國文Ⅵ
普六3 蘇O菁 711254 35 國文Ⅵ
舞蹈六1 巫O婷 714053 04 國文Ⅵ
舞蹈六1 林O君 714059 10 國文Ⅵ
舞蹈六1 張O萍 714060 11 國文Ⅵ
舞蹈六1 許O葳 714062 13 國文Ⅵ
體育六2 莊O杰 715117 17 國文Ⅵ
體育六2 林O羽 715130 30 國文Ⅵ
美術六1 王O 713021 02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張O庭 713025 06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陳O獲 713028 09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謝O翔 713030 11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李O蓁 713035 16 數學乙Ⅱ

美術六1 董O妤 713046 27 數學乙Ⅱ
英六1 賴O霖 711263 08 數學乙Ⅱ
英六1 周O嫻 711269 14 數學乙Ⅱ
英六1 薛O沂 711286 31 數學乙Ⅱ
音樂六1 沈O翔 712001 01 數學乙Ⅱ
音樂六1 詹O和 712004 04 數學乙Ⅱ
音樂六1 王O玉 712007 07 數學乙Ⅱ
音樂六1 胡O萍 712011 11 數學乙Ⅱ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數學乙Ⅱ
普六2 莊O譯 711182 05 數學乙Ⅱ
普六2 黃O茹 711166 26 數學乙Ⅱ
普六3 江O昌 711222 04 數學乙Ⅱ
普六3 周O齊 711138 08 數學乙Ⅱ
普六3 劉O延 711149 15 數學乙Ⅱ
普六3 施O妤 711156 20 數學乙Ⅱ
普六3 施O瑜 711238 21 數學乙Ⅱ
普六3 陳O妤 711241 23 數學乙Ⅱ
普六3 游O潔 711245 27 數學乙Ⅱ
普六3 黃O菁 711167 29 數學乙Ⅱ
普六3 蔡O珊 711171 32 數學乙Ⅱ
舞蹈六1 巫O婷 714053 04 數學乙Ⅱ
普六1 李O恩 711178 06 數學甲Ⅱ
普六1 林O程 711226 08 數學甲Ⅱ
普六1 林O翔 711179 10 數學甲Ⅱ
普六1 劉O諺 711148 23 數學甲Ⅱ
普六1 謝O軒 711191 25 數學甲Ⅱ
普六1 林O翎 711237 31 數學甲Ⅱ
普六1 邱O瑋 711197 32 數學甲Ⅱ
普六1 楊O涵 711250 46 數學甲Ⅱ
體育六1 林O承 715289 04 數學甲Ⅱ
體育六1 謝O弘 715087 18 數學甲Ⅱ
體育六1 謝O瑋 715089 20 數學甲Ⅱ
美術六1 曹O翔 713026 07 選修公民Ⅱ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選修公民Ⅱ



美術六1 沈O妤 713036 17 選修公民Ⅱ

美術六1 邱O甄 713039 20 選修公民Ⅱ

美術六1 陳O柔 713043 24 選修公民Ⅱ

英六1 王O筑 711266 11 選修公民Ⅱ
英六1 陳O蓉 711276 21 選修公民Ⅱ
英六1 ?O甄 711278 23 選修公民Ⅱ
英六1 鄭O芸 711285 30 選修公民Ⅱ
英六1 薛O沂 711286 31 選修公民Ⅱ
音樂六1 王O玉 712007 07 選修公民Ⅱ
音樂六1 邱O莓 712010 10 選修公民Ⅱ
音樂六1 陳O諠 712013 13 選修公民Ⅱ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選修公民Ⅱ
普六2 卜O圍 711134 01 選修公民Ⅱ
普六2 黃O豐 711189 09 選修公民Ⅱ
普六3 戴O朋 711234 16 選修公民Ⅱ
普六1 王O凱 711176 02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林O程 711226 08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張O彥 711181 14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謝O軒 711191 25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林O萱 711270 29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林O翎 711237 31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邱O瑋 711197 32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孫O嬬 711159 36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黃O真 711247 43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楊O涵 711250 46 選修化學Ⅱ
普六1 賴O萱 711253 49 選修化學Ⅱ
體育六1 林O正 715072 03 選修生物Ⅱ
體育六1 林O承 715289 04 選修生物Ⅱ
體育六1 謝O弘 715087 18 選修生物Ⅱ
普六1 王O澤 711218 03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石O華 711220 04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吳O陽 711177 05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李O恩 711178 06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沈O安 711224 07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林O程 711226 08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林O翔 711179 10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張O榕 711230 13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張O彥 711181 14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謝O芫 711264 24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謝O軒 711191 25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蘇O瑜 711150 27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林O萱 711270 29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林O翎 711237 31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邱O瑋 711197 32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洪O姍 711198 33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孫O嬬 711159 36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鄭O晴 711172 48 選修物理Ⅱ
普六1 賴O萱 711253 49 選修物理Ⅱ
體育六2 鐘O翔 715127 27 選修物理Ⅱ
美術六1 李O衡 713022 03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張O庭 713025 06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陳O獲 713028 09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謝O翔 713030 11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何O芸 713034 15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沈O妤 713036 17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林O合 713037 18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林O綺 713038 19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洪O旻 713040 21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許O絜 713042 23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董O妤 713046 27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廖O茵 713047 28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蒲O妤 713048 29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沈O翔 712001 01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黃O家 712003 03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詹O和 712004 04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王O婕 712006 06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王O玉 712007 07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邱O莓 712010 10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胡O萍 712011 11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張O婷 712012 12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陳O諠 712013 13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楊O閑 712016 16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賴O珊 712017 17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藍O珊 712019 19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張O謙 712290 22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陳O諺 712292 23 選修歷史Ⅱ
音樂六1 許O馨 712293 24 選修歷史Ⅱ
普六2 莊O譯 711182 05 選修歷史Ⅱ
普六2 黃O豐 711189 09 選修歷史Ⅱ
普六2 許O甄 711202 20 選修歷史Ⅱ
普六2 黃O茹 711166 26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周O齊 711138 08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林O瑜 711225 09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梁O霆 711232 14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劉O延 711149 15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戴O朋 711234 16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施O妤 711156 20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施O瑜 711238 21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張O雅 711239 22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陳O妤 711241 23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陳O涵 711243 25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黃O秀 711165 28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黃O菁 711167 29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潘O臻 711170 31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賴O為 711252 34 選修歷史Ⅱ
普六3 蘇O菁 711254 35 選修歷史Ⅱ
舞蹈六1 許O葳 714062 13 選修歷史Ⅱ

美術六1 張O庭 713025 06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曹O翔 713026 07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許O翔 713027 08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黃O駿 713029 10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謝O翔 713030 11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沈O妤 713036 17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邱O甄 713039 20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洪O旻 713040 21 應用地理Ⅱ
美術六1 謝O阡 713049 30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謝O丞 711265 10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王O筑 711266 11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陳O蓉 711276 21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O甄 711278 23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黃O綾 711279 24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鄭O芸 711285 30 應用地理Ⅱ
英六1 薛O沂 711286 31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沈O翔 712001 01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王O婕 712006 06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陳O諠 712013 13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陳O如 712014 14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賴O珊 712017 17 應用地理Ⅱ
音樂六1 陳O諺 712292 23 應用地理Ⅱ
普六2 莊O譯 711182 05 應用地理Ⅱ
普六2 黃O豐 711189 09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江O昌 711222 04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林O瑜 711225 09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梁O霆 711232 14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戴O朋 711234 16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施O妤 711156 20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施O瑜 711238 21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黃O菁 711167 29 應用地理Ⅱ
普六3 蘇O菁 711254 35 應用地理Ⅱ
舞蹈六1 林O君 714059 10 應用地理Ⅱ
舞蹈六1 張O萍 714060 11 應用地理Ⅱ
舞蹈六1 許O葳 714062 13 應用地理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