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籤號 班級 姓名 姓名

1 普五1 陳威丞 陳O丞

2 美五1 向育岑 向O岑

3 舞四1 吳佑姀 吳O姀

4 美四1 邱勁踴 邱O踴

5 普五1 陳威丞 陳O丞

6 普四3 李品樺 李O樺

7 體六2 林子恩 林O恩

8 普六3 王薏穎 王O穎

9 音四1 朱愷恩 朱O恩

10 美六1 李政霖 李O霖

11 普五2 施尚廷 施O廷

12 體五2 周義桓 周O桓

13 體四2 葉智傑 葉O傑

14 普四2 施伯諺 施O諺

高中國語演說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姓名

1 舞六1 江鈺鈞 江O鈞

2 普四4 游芳瑜 游O瑜

3 普四3 石媚兒 石O兒

4 美四1 陳侑昕 陳O昕

5 普五3 許維庭 許O庭

6 美六1 李鳳儀 李O儀

7 體六1 何仲勳 何O勳

8 普六3 梁俞吟 梁O吟

9 普五4 龔庭誼 龔O誼

10 舞四1 張虔惠 張O惠

11 體六2 沙子宸 沙O宸

12 音四1 郭羿萱 郭O萱

13 美五1 許惇淨 許O淨

14 普五1 陳乃菁 陳O菁

15 體四1 黄琬薰 黄O薰

16 普四1 黃韋珺 黃O珺

17 普五2 陳妍蓁 陳O蓁

18 體五2 賴承澤 賴O澤

19 體四2 袁銘威 袁O威

高中國語朗讀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姓名

1 普四3 黃鳳麟 黃O麟

2 美五1 徐昱婕 徐O婕

3 體六1 林祐丞 林O丞

4 普五1 黃玄楷 黃O楷

5 體六2 劉宇軒 劉O軒

6 音四1 呂允冠 呂O冠

7 美六1 賴思佳 賴O佳

8 美四1 李俐儀 李O儀

9 體五2 李錫軒 李O軒

10 普五2 李昕庭 李O庭

11 體四2 黃鈞宥 黃O宥

高中閩南語情境演說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姓名

1 美五1 柯嘉恩 柯O恩

2 普四4 陳又禎 陳O禎

3 體六2 施泓志 施O志

4 普五1 江孟潔 江O潔

5 音四1 陳良慈 陳O慈

6 體六1 林祐陞 林O陞

7 普六3 張祺斐 張O斐

8 美四1 康則亭 康O亭

9 舞四1 吳孟蓁 吳O蓁

10 美六1 黃筱婷 黃O婷

11 舞六1 劉思琳 劉O琳

12 普四2 柯佶泓 柯O泓

13 普四3 黃仕朋 黃O朋

14 普五2 黃軒蒂 黃O蒂

15 體五2 吳星樺 吳O樺

16 普五3 黃冠儒 黃O儒

17 體四2 戴祖弘 戴O弘

高中閩南語朗讀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1 體一1 黃O妶

2 音一1 黃O潔

3 普一2 宋O恩

國中國語演說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1 普一2 黄O紘

2 音一1 陳O英

3 普二2 羅O甄

4 舞一1 張O薇

5 音二1 劉O妍

6 美一1 余O羽

7 體一1 洪O芸

8 舞二1 林O辰

9 普一1 黃O岳

國中閩南語朗讀籤號



籤號 班級 姓名

1 音一1 邱O潔

2 舞一1 柳O安

3 美一1 鄭O瑜

4 體一1 張O澄

5 普一2 許O婷

6 音二1 陳O涵

7 美二1 陳O樺

8 普二2 楊O潔

9 舞二1 李O瑩

10 舞二1 曾O容

11 普一1 吳O霓

國中國語朗讀籤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