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1 國2 國3 國5

普四1 03 柯○廷 音樂五1 03 林○嘉 普五1 14 黃○揚 普六1 06 李○恩

普四2 21 林○臻 音樂五1 05 曾○喆 普五1 18 賴○維 普六1 08 林○程

普四4 02 王○莛 音樂五1 06 劉○逸 普五1 20 遲○祐 普六1 10 林○翔

普四4 03 林○辰 音樂五1 25 姚○新 普五2 03 左○莆 普六1 14 張○彥

普四4 05 張○耀 普五1 20 遲○祐 普五2 04 白○勛 普六1 29 林○萱

普四4 06 梁○陽 普五2 04 白○勛 普五2 06 李○凱 普六1 43 黃○真

普四4 10 鄭○升 普五2 07 林○廷 普五2 07 林○廷 普六2 09 黃○豐

普四4 22 施○伶 普五2 10 柯○賢 普五2 10 柯○賢 普六2 20 許○甄

普四4 32 楊○婷 普五2 16 彭○ 普五2 16 彭○ 普六3 09 林○瑜

音樂四1 08 柯○丞 普五2 25 張○珊 普五2 18 游○智 英六1 10 謝○丞

音樂四1 17 黃○山 普五2 26 梁○蘭 普五2 20 楊○賢 音樂六1 07 王○玉

體育四1 06 李○寬 普五3 02 吳○霖 普五2 25 張○珊 音樂六1 13 陳○諠

體育四1 21 葉○文 普五4 02 王○閎 普五3 09 張○家 音樂六1 14 陳○如

體育四2 04 李○緯 體育五1 13 許○森 普五3 18 蔡○恩 音樂六1 23 陳○諺

體育四2 11 張○瑀 普六1 02 王○凱 普五4 02 王○閎 美術六1 01 王○羽

體育四2 15 陳○澔 普六1 43 黃○真 體育五1 13 許○森 美術六1 03 李○衡

體育四2 22 賴○澤 普六3 08 周○齊 音樂五1 03 林○嘉 美術六1 06 張○庭

普五2 06 李○凱 英六1 08 賴○霖 音樂五1 06 劉○逸 美術六1 09 陳○獲

普五2 17 游○羽 音樂六1 06 王○婕 美術五1 01 吳○嘉 舞蹈六1 13 許○葳

普五3 01 江○呈 音樂六1 16 楊○閑 美術五1 02 李○諭 體育六2 24 賴○瑋

普五3 09 張○家 舞蹈六1 11 張○萍 美術五1 04 張○瑜

體育五1 17 黃○龍 體育六2 24 賴○瑋 美術五1 13 楊○琪

美術五1 02 李○諭 美術五1 23 李○霖

美術五1 04 張○瑜 普六1 02 王○凱

美術五1 13 楊○琪 普六1 35 唐○筑

美術五1 23 李○霖 普六3 07 李○霆

音樂六1 01 沈○翔 普六3 08 周○齊

音樂六1 03 黃○家 普六3 09 林○瑜

音樂六1 14 陳○如 普六3 15 劉○延

音樂六1 22 張○謙 音樂六1 01 沈○翔

舞蹈六1 04 巫○婷 音樂六1 06 王○婕

舞蹈六1 11 張○萍 美術六1 01 王○羽

舞蹈六1 13 許○葳 美術六1 09 陳○獲

普延修生 22 許○容 體育六1 18 謝○弘

體育六1 18 謝○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