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1a 數1b 數2a 數2b

普四1 03 柯○廷 音樂六1 01 沈○翔 普五1 04 林○頡 美術五1 01 吳○嘉

普四1 15 江○潔 音樂六1 19 藍○珊 普五1 09 張○彥 美術五1 04 張○瑜

普四1 20 林○君 音樂六1 22 張○謙 普五1 13 游○鋒 美術五1 07 黃○婷

普四1 25 陳○菁 音樂六1 23 陳○諺 普五1 17 廖○丞 美術五1 09 李○儀

普四1 30 陳○萍 舞蹈六1 13 許○葳 普五1 20 遲○祐 美術五1 10 邱○童

普四2 03 吳○賢 舞蹈六1 18 葉○柔 普五1 21 尤○藝 美術五1 11 陳○辰

普四2 08 施○凡 普五1 02 江○峰 普五1 24 林○誼 美術五1 13 楊○琪

普四2 16 吳○瑜 普五1 13 游○鋒 普五1 25 施○靜 美術五1 16 賴○佳

普四2 23 林○庭 普五1 36 趙○紫 普五1 26 陳○柔 美術五1 18 顏○庭

普四2 31 劉○莎 普五2 06 李○凱 普五1 31 黄○茹 美術五1 20 鐘○宣

普四2 35 賴○綺 普五2 17 游○羽 普五1 32 黃○旻 美術五1 22 陳○宇

普四3 01 丁○傑 普五2 20 楊○賢 普五2 03 左○莆 美術五1 23 李○霖

普四3 09 黃○儒 普五2 25 張○珊 普五2 04 白○勛 體育五1 06 林○丞

普四3 17 洪○婷 普五2 35 蔡○恬 普五2 05 李○輔 體育五1 07 林○陞

普四3 20 莊○蓁 普五3 30 郭○榛 普五2 06 李○凱 體育五1 09 侯○棋

普四3 22 許○淳 普五3 36 楊○萱 普五2 07 林○廷 體育五1 20 賴○霖

普四3 28 楊○汝 普五4 02 王○閎 普五2 09 柯○岑 體育五1 21 李○薇

普四3 33 鄭○婷 普五4 30 陳○瑜 普五2 10 柯○賢 體育五1 24 黄○詒

普四3 35 蘇○萱 音樂五1 10 林○庭 普五2 12 洪○智 體育五2 10 施○志

普四4 05 張○耀 音樂五1 14 徐○婷 普五2 13 莊○承 音樂五1 10 林○庭

普四4 10 鄭○升 音樂五1 25 姚○新 普五2 14 許○銓 音樂五1 14 徐○婷

普四4 15 巫○溱 美術五1 04 張○瑜 普五2 15 黄○傑 音樂五1 21 黃○恩

普四4 18 林○筑 美術五1 09 李○儀 普五2 16 彭○ 音樂六1 05 鄭○里

普四4 28 陳○靜 美術五1 10 邱○童 普五2 18 游○智 音樂六1 07 王○玉

普四4 34 賴○宣 美術五1 16 賴○佳 普五2 19 黃○智 音樂六1 16 楊○閑

普四4 36 龔○誼 美術五1 23 李○霖 普五2 20 楊○賢 音樂六1 19 藍○珊

音樂四1 20 宋○佳 體育五1 17 黃○龍 普五2 21 尤○淳 音樂六1 13 陳○諠

音樂四1 10 許○雯 體育五1 24 黄○詒 普五2 22 尤○臻 音樂六1 01 沈○翔

音樂四1 17 黃○山 體育五2 10 施○志 普五2 23 田○榕 音樂六1 23 陳○諺

美術四1 14 曾○恩 體育五2 17 陳○亨 普五2 24 林○瑄 普六2 09 黃○豐

舞蹈四1 04 康○宜 體育六1 18 謝○弘 普五2 25 張○珊 音延修生08 張○菱

舞蹈四1 07 黃○淳 普五2 26 梁○蘭

舞蹈四1 09 黃○頴

數2c 數A3 數B3

普五2 28 陳○妤 普五1 14 黃○揚 普六1 10 林○翔

普五2 29 曾○芸 普五1 18 賴○維 普六1 22 廖○宇

普五2 35 蔡○恬 普五2 04 白○勛 普六1 35 唐○筑

普五3 01 江○呈 普五2 11 洪○峻 普六2 09 黃○豐

普五3 05 晋○勛 普五2 15 黄○傑 音樂六1 04 詹○和

普五3 08 張○齊 普五2 16 彭○ 音樂六1 17 賴○珊

普五3 09 張○家 普五3 09 張○家 音樂六1 23 陳○諺

普五3 11 許○賓 普五4 29 陳○恩 美術六1 30 謝○阡

普五3 15 黄○頡 體育六2 13 洪○俊翔 英六1 30 鄭○芸

普五3 21 吳○芸 音延修生08 張○菱 普五1 21 尤○藝

普五3 23 李○璇 體延修生17 游○穎 普五1 24 林○誼

普五3 26 邱○家 普五1 26 陳○柔

普五3 28 張○斐 普五1 31 黄○茹

普五3 30 郭○榛 普五1 32 黃○旻

普五3 36 楊○萱 普五2 03 左○莆

普五4 01 王○竣 普五2 18 游○智

普五4 02 王○閎 普五2 19 黃○智

普五4 07 夏○富 普五2 21 尤○淳

普五4 09 張○晨 普五2 23 田○榕

普五4 12 張○瑜 普五3 02 吳○霖

普五4 13 黃○愷 普五3 08 張○齊

普五4 14 黃○杰 普五3 18 蔡○恩

普五4 16 廖○崴 普五4 12 張○瑜

普五4 23 林○萱 普五4 13 黃○愷

普五4 24 施○臻 普五4 23 林○萱

普五4 26 袁○倢 普五4 24 施○臻

普五4 30 陳○瑜 普五4 33 楊○伶

普五4 32 楊○欣 普五4 34 廖○萱

普五4 33 楊○伶 普五4 36 鐘○婷

普五4 34 廖○萱

普五4 36 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