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不及格名單

課程中文名稱 學生班級 座號 學號

國語文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國語文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國語文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國語文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國語文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國語文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國語文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國語文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國語文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國語文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國語文 普四4 05 911205 張○耀

國語文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國語文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國語文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英語文 普四1 01 911111 何○錞

英語文 普四1 08 911117 陳○昌

英語文 普四1 20 911128 林○君

英語文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英語文 普四1 22 911130 邱○庭

英語文 普四1 30 911137 陳○萍

英語文 普四1 34 911141 趙○湞

英語文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英語文 普四2 05 911146 李○寶

英語文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英語文 普四2 07 911148 施○廷

英語文 普四2 08 911149 施○凡

英語文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英語文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英語文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英語文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英語文 普四2 16 911156 吳○瑜

英語文 普四2 17 911157 吳○瑜

英語文 普四2 18 911158 李○庭

英語文 普四2 20 911159 林○祈

英語文 普四2 21 911160 林○臻

英語文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英語文 普四2 30 911166 黃○蒂

英語文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英語文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英語文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英語文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英語文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英語文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英語文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英語文 普四3 31 811173 蔡○珉

英語文 普四3 32 911199 蔡○誼

英語文 普四4 02 911203 王○莛

英語文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英語文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英語文 普四4 15 911213 巫○溱

英語文 普四4 18 911216 林○筑

英語文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英語文 普四4 24 911222 翁○芸

英語文 普四4 28 911226 陳○靜

英語文 普四4 29 911227 陳○渟

英語文 普四4 33 911230 鄧○妏

英語文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數學 普四1 01 911111 何○錞

數學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數學 普四1 08 911117 陳○昌

數學 普四1 11 911120 黃○楷

數學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數學 普四1 20 911128 林○君

數學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數學 普四1 23 911131 洪○柔

數學 普四1 24 911132 許○瑄

數學 普四1 25 911133 陳○菁

數學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數學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數學 普四2 07 911148 施○廷

數學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數學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數學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數學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數學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數學 普四2 16 911156 吳○瑜

數學 普四2 17 911157 吳○瑜

數學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數學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數學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數學 普四2 24 911161 洪○涵

數學 普四2 31 911167 劉○莎

數學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數學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數學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數學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數學 普四3 04 911176 柯○棠

數學 普四3 05 911177 洪○峰

數學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數學 普四3 12 911182 王○萱

數學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數學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數學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數學 普四3 20 911189 莊○蓁

數學 普四3 22 911240 許○淳

數學 普四3 25 911193 陳○羽

數學 普四3 26 911194 黃○綺

數學 普四3 28 911196 楊○汝



數學 普四3 29 911197 楊○伃

數學 普四3 30 911198 劉○琳

數學 普四3 31 811173 蔡○珉

數學 普四3 32 911199 蔡○誼

數學 普四3 33 911200 鄭○婷

數學 普四3 35 911202 蘇○萱

數學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數學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數學 普四4 05 911205 張○耀

數學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數學 普四4 15 911213 巫○溱

數學 普四4 18 911216 林○筑

數學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數學 普四4 25 911223 張○榆

數學 普四4 26 911224 莊○筑

數學 普四4 29 911227 陳○渟

數學 普四4 30 911228 曾○蓁

數學 普四4 33 911230 鄧○妏

數學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數學 普四4 36 911232 龔○誼

歷史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歷史 普四1 13 911242 謝○辰

歷史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歷史 普四1 22 911130 邱○庭

歷史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歷史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歷史 普四2 02 911143 江○緯

歷史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歷史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歷史 普四2 07 911148 施○廷

歷史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歷史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歷史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歷史 普四2 21 911160 林○臻

歷史 普四2 28 911164 陳○蓁

歷史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歷史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歷史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歷史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歷史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歷史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歷史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歷史 普四3 12 911182 王○萱

歷史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歷史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歷史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歷史 普四3 19 911188 張○涵

歷史 普四3 20 911189 莊○蓁

歷史 普四3 22 911240 許○淳

歷史 普四3 25 911193 陳○羽



歷史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歷史 普四3 28 911196 楊○汝

歷史 普四3 29 911197 楊○伃

歷史 普四3 30 911198 劉○琳

歷史 普四3 35 911202 蘇○萱

歷史 普四4 02 911203 王○莛

歷史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歷史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歷史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歷史 普四4 14 911212 吳○錡

歷史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歷史 普四4 23 911221 施○璦

歷史 普四4 24 911222 翁○芸

歷史 普四4 26 911224 莊○筑

歷史 普四4 27 911225 陳○琳

歷史 普四4 29 911227 陳○渟

歷史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歷史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歷史 普四4 35 911231 顧○伃

歷史 普四4 36 911232 龔○誼

地理 普四1 01 911111 何○錞

地理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地理 普四1 11 911120 黃○楷

地理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地理 普四1 15 911123 江○潔

地理 普四1 17 911125 呂○穎

地理 普四1 20 911128 林○君

地理 普四1 22 911130 邱○庭

地理 普四1 25 911133 陳○菁

地理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地理 普四1 32 911139 黃○穎

地理 普四2 02 911143 江○緯

地理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地理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地理 普四2 05 911146 李○寶

地理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地理 普四2 07 911148 施○廷

地理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地理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地理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地理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地理 普四2 16 911156 吳○瑜

地理 普四2 17 911157 吳○瑜

地理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地理 普四2 21 911160 林○臻

地理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地理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地理 普四2 24 911161 洪○涵

地理 普四2 27 911163 陳○潔

地理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地理 普四2 30 911166 黃○蒂

地理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地理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地理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地理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地理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地理 普四3 02 911174 江○秤

地理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地理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地理 普四3 12 911182 王○萱

地理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地理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地理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地理 普四3 19 911188 張○涵

地理 普四3 20 911189 莊○蓁

地理 普四3 22 911240 許○淳

地理 普四3 24 911192 許○方

地理 普四3 26 911194 黃○綺

地理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地理 普四3 28 911196 楊○汝

地理 普四3 29 911197 楊○伃

地理 普四3 30 911198 劉○琳

地理 普四3 31 811173 蔡○珉

地理 普四3 32 911199 蔡○誼

地理 普四3 33 911200 鄭○婷

地理 普四3 34 911201 蘇○綸

地理 普四3 35 911202 蘇○萱

地理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地理 普四4 02 911203 王○莛

地理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地理 普四4 06 911206 梁○陽

地理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地理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地理 普四4 14 911212 吳○錡

地理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地理 普四4 23 911221 施○璦

地理 普四4 24 911222 翁○芸

地理 普四4 26 911224 莊○筑

地理 普四4 27 911225 陳○琳

地理 普四4 29 911227 陳○渟

地理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地理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地理 普四4 35 911231 顧○伃

地理 普四4 36 911232 龔○誼

物理 普四1 01 911111 何○錞

物理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物理 普四1 09 911118 陳○宥

物理 普四1 10 911119 黄○勛

物理 普四1 11 911120 黃○楷

物理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物理 普四1 13 911242 謝○辰

物理 普四1 15 911123 江○潔

物理 普四1 20 911128 林○君

物理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物理 普四1 22 911130 邱○庭

物理 普四1 24 911132 許○瑄

物理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物理 普四2 02 911143 江○緯

物理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物理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物理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物理 普四2 07 911148 施○廷

物理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物理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物理 普四2 11 911152 陳○庠

物理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物理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物理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物理 普四2 16 911156 吳○瑜

物理 普四2 17 911157 吳○瑜

物理 普四2 18 911158 李○庭

物理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物理 普四2 20 911159 林○祈

物理 普四2 21 911160 林○臻

物理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物理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物理 普四2 24 911161 洪○涵

物理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物理 普四2 30 911166 黃○蒂

物理 普四2 31 911167 劉○莎

物理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物理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物理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物理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物理 普四3 09 911180 黃○儒

物理 普四3 12 911182 王○萱

物理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物理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物理 普四3 19 911188 張○涵

物理 普四3 20 911189 莊○蓁

物理 普四3 22 911240 許○淳

物理 普四3 26 911194 黃○綺

物理 普四3 28 911196 楊○汝

物理 普四3 29 911197 楊○伃

物理 普四3 31 811173 蔡○珉

物理 普四3 32 911199 蔡○誼

物理 普四3 33 911200 鄭○婷

物理 普四3 34 911201 蘇○綸

物理 普四3 35 911202 蘇○萱

物理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物理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物理 普四4 05 911205 張○耀

物理 普四4 06 911206 梁○陽

物理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物理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物理 普四4 15 911213 巫○溱

物理 普四4 20 911218 姚○柔

物理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物理 普四4 23 911221 施○璦

物理 普四4 25 911223 張○榆

物理 普四4 26 911224 莊○筑

物理 普四4 28 911226 陳○靜

物理 普四4 31 911229 黃○嵐

物理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物理 普四4 33 911230 鄧○妏

物理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物理 普四4 36 911232 龔○誼

地球科學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地球科學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地球科學 普四1 15 911123 江○潔

地球科學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地球科學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地球科學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地球科學 普四2 02 911143 江○緯

地球科學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地球科學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地球科學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地球科學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地球科學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地球科學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地球科學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地球科學 普四2 17 911157 吳○瑜

地球科學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地球科學 普四2 21 911160 林○臻

地球科學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地球科學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地球科學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地球科學 普四2 30 911166 黃○蒂

地球科學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地球科學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地球科學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地球科學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地球科學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地球科學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地球科學 普四3 12 911182 王○萱

地球科學 普四3 13 911183 白○宜

地球科學 普四3 20 911189 莊○蓁

地球科學 普四3 22 911240 許○淳

地球科學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地球科學 普四3 28 911196 楊○汝



地球科學 普四3 32 911199 蔡○誼

地球科學 普四3 35 911202 蘇○萱

地球科學 普四4 02 911203 王○莛

地球科學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地球科學 普四4 05 911205 張○耀

地球科學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地球科學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地球科學 普四4 14 911212 吳○錡

地球科學 普四4 15 911213 巫○溱

地球科學 普四4 20 911218 姚○柔

地球科學 普四4 22 911220 施○伶

地球科學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地球科學 普四4 34 911246 賴○宣

地球科學 普四4 36 911232 龔○誼

美術 普四1 06 911115 梁○勝

美術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美術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美術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美術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美術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美術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美術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體育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體育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體育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體育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體育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體育 普四2 02 911143 江○緯

體育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體育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體育 普四2 08 911149 施○凡

體育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體育 普四2 22 911249 林○誼

體育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體育 普四2 28 911164 陳○蓁

體育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體育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體育 普四3 01 911173 丁○傑

體育 普四3 02 911174 江○秤

體育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體育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體育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5 911146 李○寶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11 911209 賴○原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12 911210 謝○宇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8 911149 施○凡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28 911164 陳○蓁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30 911166 黃○蒂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英語表達力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25 911133 陳○菁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8 911149 施○凡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12 911153 黄○元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14 911154 黃○翔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28 911164 陳○蓁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33 911169 蕭○郁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2 36 911172 魏○忻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4 10 911248 鄭○升

國語文 音樂四1 02 912003 葉○諭

國語文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國語文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國語文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英語文 音樂四1 02 912003 葉○諭

英語文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英語文 音樂四1 06 912007 林○紋

英語文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英語文 音樂四1 13 912013 楊○嘉

英語文 音樂四1 16 912016 鄭○婷

英語文 音樂四1 20 911243 宋○佳



數學 音樂四1 02 912003 葉○諭

數學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數學 音樂四1 05 912006 林○瑭

數學 音樂四1 06 912007 林○紋

數學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數學 音樂四1 10 912010 許○雯

數學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數學 音樂四1 13 912013 楊○嘉

數學 音樂四1 16 912016 鄭○婷

數學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數學 音樂四1 20 911243 宋○佳

地理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化學 音樂四1 02 912003 葉○諭

化學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化學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化學 音樂四1 10 912010 許○雯

化學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化學 音樂四1 16 912016 鄭○婷

化學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音樂欣賞 音樂四1 11 912011 彭○媛

音樂欣賞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音樂欣賞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音樂欣賞 音樂四1 20 911243 宋○佳

音樂基礎訓練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音樂基礎訓練 音樂四1 10 912010 許○雯

音樂基礎訓練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音樂基礎訓練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10 912010 許○雯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16 912016 鄭○婷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樂理和聲 音樂四1 20 911243 宋○佳

國語文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國語文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英語文 美術四1 03 913020 陳○銘

英語文 美術四1 10 913026 梁○語

英語文 美術四1 15 913031 黃○綾

英語文 美術四1 18 913034 盧○萱

英語文 美術四1 19 913035 賴○渝

數學 美術四1 10 913026 梁○語

數學 美術四1 17 913033 鄭○喬

數學 美術四1 18 913034 盧○萱

歷史 美術四1 15 913031 黃○綾

歷史 美術四1 17 913033 鄭○喬

歷史 美術四1 19 913035 賴○渝

歷史 美術四1 20 913036 顏○芸

化學 美術四1 10 913026 梁○語

化學 美術四1 17 913033 鄭○喬



化學 美術四1 18 913034 盧○萱

色彩探究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東方繪畫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基礎造型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國語文 舞蹈四1 18 911245 張○婕

英語文 舞蹈四1 03 914040 洪○珮

英語文 舞蹈四1 04 914041 康○宜

英語文 舞蹈四1 05 914042 莊○涵

英語文 舞蹈四1 07 914044 黃○淳

英語文 舞蹈四1 09 914046 黃○頴

英語文 舞蹈四1 12 914049 劉○希

英語文 舞蹈四1 13 914050 劉○雯

英語文 舞蹈四1 14 914051 蔡○恬

英語文 舞蹈四1 15 914253 謝○婷

英語文 舞蹈四1 16 914053 賴○宸

英語文 舞蹈四1 18 911245 張○婕

數學 舞蹈四1 07 914044 黃○淳

數學 舞蹈四1 09 914046 黃○頴

數學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數學 舞蹈四1 12 914049 劉○希

數學 舞蹈四1 14 914051 蔡○恬

歷史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地理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生物 舞蹈四1 05 914042 莊○涵

生物 舞蹈四1 07 914044 黃○淳

生物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生物 舞蹈四1 12 914049 劉○希

生物 舞蹈四1 16 914053 賴○宸

國語文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國語文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國語文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國語文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國語文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國語文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國語文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國語文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國語文 體育四2 26 915108 李○臻

英語文 體育四1 01 915055 王○凱

英語文 體育四1 04 915058 李○憲

英語文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英語文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英語文 體育四1 12 915066 張○瑞

英語文 體育四1 15 915069 陳○宇

英語文 體育四1 20 915074 黃○傑

英語文 體育四1 21 915075 葉○文

英語文 體育四1 22 915076 謝○勳

英語文 體育四1 27 915081 陳○安

英語文 體育四2 01 915083 王○曄

英語文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英語文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英語文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英語文 體育四2 11 915093 張○瑀

英語文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英語文 體育四2 18 915100 黄○宏

英語文 體育四2 20 915102 温○綸

英語文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英語文 體育四2 23 915105 謝○霖

英語文 體育四2 24 915106 謝○哲

英語文 體育四2 26 915108 李○臻

數學 體育四1 01 915055 王○凱

數學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數學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數學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數學 體育四1 11 915065 高○哲

數學 體育四1 12 915066 張○瑞

數學 體育四1 20 915074 黃○傑

數學 體育四1 21 915075 葉○文

數學 體育四1 22 915076 謝○勳

數學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數學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數學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數學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數學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數學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數學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數學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數學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數學 體育四2 25 915107 何○璇

數學 體育四2 26 915108 李○臻

歷史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歷史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歷史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歷史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歷史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歷史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歷史 體育四2 11 915093 張○瑀

歷史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地理 體育四1 01 915055 王○凱

地理 體育四1 03 915057 李○恩

地理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地理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地理 體育四1 18 915072 辜○辰

地理 體育四1 20 915074 黃○傑

地理 體育四1 27 915081 陳○安

地理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地理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地理 體育四2 17 915099 陳○恩

地理 體育四2 20 915102 温○綸

地理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地理 體育四2 25 915107 何○璇



化學 體育四1 01 915055 王○凱

化學 體育四1 03 915057 李○恩

化學 體育四1 04 915058 李○憲

化學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化學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化學 體育四1 07 915061 林○禾

化學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化學 體育四1 11 915065 高○哲

化學 體育四1 12 915066 張○瑞

化學 體育四1 13 915067 張○譯

化學 體育四1 15 915069 陳○宇

化學 體育四1 16 915070 陳○廷

化學 體育四1 18 915072 辜○辰

化學 體育四1 20 915074 黃○傑

化學 體育四1 21 915075 葉○文

化學 體育四1 22 915076 謝○勳

化學 體育四1 27 915081 陳○安

化學 體育四2 03 915085 呂○華

化學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化學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化學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化學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化學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化學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化學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化學 體育四2 18 915100 黄○宏

化學 體育四2 20 915102 温○綸

化學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化學 體育四2 23 915105 謝○霖

化學 體育四2 26 915108 李○臻

生物 體育四1 01 915055 王○凱

生物 體育四1 03 915057 李○恩

生物 體育四1 04 915058 李○憲

生物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生物 體育四1 08 915062 林○皓

生物 體育四1 12 915066 張○瑞

生物 體育四1 13 915067 張○譯

生物 體育四1 15 915069 陳○宇

生物 體育四1 17 915071 辜○斌

生物 體育四1 18 915072 辜○辰

生物 體育四1 19 915073 黃○晏

生物 體育四1 20 915074 黃○傑

生物 體育四1 21 915075 葉○文

生物 體育四1 22 915076 謝○勳

生物 體育四1 26 915080 陳○捷

生物 體育四1 27 915081 陳○安

生物 體育四2 03 915085 呂○華

生物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生物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生物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生物 體育四2 11 915093 張○瑀

生物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生物 體育四2 17 915099 陳○恩

生物 體育四2 18 915100 黄○宏

生物 體育四2 20 915102 温○綸

生物 體育四2 21 915103 黃○榮

生物 體育四2 22 915104 賴○澤

生物 體育四2 23 915105 謝○霖

生物 體育四2 26 915108 李○臻

體育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體育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體育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體育 體育四2 21 915103 黃○榮

體育 體育四2 25 915107 何○璇

單項運動戰術與應用-曲棍球(二) 體育四1 04 915058 李○憲

單項運動戰術與應用-曲棍球(二)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流行音樂創作與數位製作初階課程(二)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流行音樂創作與數位製作初階課程(二)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流行音樂創作與數位製作初階課程(二) 音樂四1 20 911243 宋○佳

低於40分名單

課程中文名稱 學生班級 座號 學號

國語文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國語文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低於40分

國語文 普四4 02 911203 王○莛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06 911115 梁○勝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25 911133 陳○菁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09 911150 郭○瑞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23 911233 林○庭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28 911164 陳○蓁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29 911165 陳○岑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4 03 911234 林○辰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4 12 911210 謝○宇 低於40分

英語文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2 04 911145 李○霖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數學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低於40分

歷史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歷史 普四2 19 911238 辛○紜 低於40分

歷史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地理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低於40分

地理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地理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低於40分

地理 普四2 13 911237 温○舜 低於40分

地理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2 01 911142 江○辰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低於40分

物理 普四3 27 911195 黃○若 低於40分

地球科學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地球科學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地球科學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低於40分

體育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體育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低於40分

體育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體育 普四4 01 911241 王○略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06 911115 梁○勝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24 911132 許○瑄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3 911144 吳○賢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6 911147 林○方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08 911149 施○凡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10 911151 陳○佑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32 911168 劉○妘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2 35 911171 賴○綺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03 911175 邱○哲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04 911176 柯○棠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08 911239 黄○偉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10 911181 賴○翰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14 911184 吳○宇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3 17 911186 洪○婷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06 911206 梁○陽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08 911235 黃○揚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20 911218 姚○柔 低於40分

全民國防教育 普四4 32 911247 楊○婷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03 911112 柯○廷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06 911115 梁○勝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12 911121 劉○偉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21 911129 林○璇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25 911133 陳○菁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英語表達力 普四1 31 911138 陳○芯 低於40分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06 911115 梁○勝 低於40分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07 911116 陳○丞 低於40分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14 911122 顏○庭 低於40分

英文閱讀與寫作 普四1 27 911244 陳○瑜 低於40分

英語文 音樂四1 08 912002 柯○丞 低於40分

英語文 音樂四1 11 912011 彭○媛 低於40分

英語文 音樂四1 17 912251 黃○山 低於40分

地理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低於40分

體育 音樂四1 12 912012 黃○涵 低於40分

音樂欣賞 音樂四1 03 912004 石○慈 低於40分

英語文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低於40分

英語文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低於40分

數學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低於40分

數學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低於40分

歷史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低於40分

歷史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低於40分

化學 美術四1 02 913019 林○丞 低於40分

化學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低於40分

體育 美術四1 04 913021 謝○睿 低於40分

國語文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英語文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中國舞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現代舞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即興創作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芭蕾舞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1 11 915065 高○哲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2 09 915091 林○翰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2 14 915096 陳○廷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低於40分

英語文 體育四2 21 915103 黃○榮 低於40分

歷史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低於40分

歷史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1 05 915059 李○霆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1 11 915065 高○哲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1 16 915070 陳○廷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1 21 915075 葉○文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1 22 915076 謝○勳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08 915090 林○宇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10 915092 林○佑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18 915100 黄○宏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21 915103 黃○榮 低於40分

地理 體育四2 23 915105 謝○霖 低於40分

化學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1 06 915060 李○寬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1 07 915061 林○禾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1 11 915065 高○哲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2 04 915086 李○緯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2 12 915094 章○智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2 13 915095 莊○哲 低於40分

生物 體育四2 15 915097 陳○澔 低於40分

運動傷害概論(二)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演出製作-舞蹈(二) 舞蹈四1 11 914048 楊○萱 低於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