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普1a 歷普1b 歷普2 地普1a

普五1 11 莊○銘 普四1 11 黃○楷 普五1 13 游○鋒 普五1 14 黃○揚

普五1 13 游○鋒 普四1 14 顏○庭 普五1 20 遲○祐 普五2 12 洪○智

普五1 14 黃○揚 普四1 16 何○姿 普五1 26 陳○柔 普五2 25 張○珊

普五2 25 張○珊 普四1 20 林○君 普五1 36 趙○紫 普五2 34 廖○婷

普五2 29 曾○芸 普四1 21 林○璇 普五3 02 吳○霖 普五2 35 蔡○恬

普五2 35 蔡○恬 普四1 22 邱○庭 普五3 30 郭○榛 普五4 12 張○瑜

普五3 01 江○呈 普四2 03 吳○賢 普五3 36 楊○萱 普五4 14 黃○杰

普五4 02 王○閎 普四2 16 吳○瑜 普五4 01 王○竣 普五4 16 廖○崴

普五4 32 楊○欣 普四2 21 林○臻 普五4 02 王○閎 普四1 11 黃○楷

普六1 02 王○凱 普四2 32 劉○妘 普五4 23 林○萱 普四1 13 謝○辰

普六1 35 唐○筑 普四3 12 王○萱 普五4 33 楊○伶 普四1 14 顏○庭

普六2 09 黃○豐 普四3 20 莊○蓁 英六1 08 賴○霖 普四1 15 江○潔

音樂六1 01 沈○翔 普四3 27 黃○若 英六1 10 謝○丞 普四1 17 呂○穎

音樂六1 04 詹○和 普四3 28 楊○汝 英六1 14 周○嫻 普四1 20 林○君

美術六1 30 謝○阡 普四3 29 楊○伃 英六1 30 鄭○芸 普四1 21 林○璇

普延修生22 許○容 普四3 30 劉○琳 音樂六1 07 王○玉 普四1 23 洪○柔

普四4 03 林○辰 音樂六1 09 李○芷 音樂四1 20 宋○佳

普四4 20 姚○柔 音樂六1 11 胡○萍 普六1 02 王○凱

普四4 22 施○伶 音樂六1 12 張○婷 普六1 28 李○萱

普四4 25 張○榆 音樂六1 14 陳○如 普六1 35 唐○筑

普四4 28 陳○靜 普六2 09 黃○豐

普四4 32 楊○婷 普六3 08 周○齊

普四4 35 顧○伃 音樂六1 01 沈○翔

舞蹈六1 13 許○葳

地普1b 地普2 公普2 英語六1 11 王○筑

普四2 03 吳○賢 普五1 20 遲○祐 普五1 21 尤○藝 體育六1 18 謝○弘

普四2 21 林○臻 普五2 04 白○勛 普五2 15 黄○傑

普四2 23 林○庭 普五2 07 林○廷 普五2 22 尤○臻

普四2 32 劉○妘 普五2 10 柯○賢 普五3 08 張○齊 公三2

普四2 35 賴○綺 普五2 19 黃○智 普五3 15 黄○頡 音樂六1 07 王○玉

普四3 01 丁○傑 普六1 28 李○萱 普五3 30 郭○榛 音樂六1 09 李○芷

普四3 12 王○萱 普六3 08 周○齊 普五4 05 林○宇 音樂六1 13 陳○諠

普四3 17 洪○婷 音樂六1 07 王○玉 普五4 12 張○瑜 音樂六1 14 陳○如

普四3 22 許○淳 音樂六1 09 李○芷 普五4 14 黃○杰 美術六1 30 謝○阡

普四3 25 陳○羽 音樂六1 11 胡○萍 普五4 23 林○萱 舞蹈六1 13 許○葳

普四3 27 黃○若 音樂六1 13 陳○諠 普五4 33 楊○伶 普六1 43 黃○真

普四3 28 楊○汝 音樂六1 14 陳○如 普五4 35 蔡○珊 普六2 09 黃○豐

普四3 29 楊○伃 音樂六1 22 張○謙 普六3 28 黃○秀

普四3 30 劉○琳 英語六1 11 王○筑

普四3 32 蔡○誼 英語六1 14 周○嫻

普四3 33 鄭○婷 體育六1 18 謝○弘

普四3 35 蘇○萱 延修生 11 廖○豐

普四4 02 王○莛

普四4 03 林○辰

普四4 04 柯○廷

普四4 06 梁○陽

普四4 10 鄭○升

普四4 15 巫○溱

普四4 18 林○筑

普四4 22 施○伶

普四4 24 翁○芸

普四4 28 陳○靜

普四4 29 陳○渟

普四4 31 黃○嵐

普四4 32 楊○婷

普四4 33 鄧○妏

普四4 35 顧○伃

普四4 36 龔○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