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011 三年一班 01 王○智 英文作文
810011 三年一班 01 王○智 電磁現象一
810011 三年一班 01 王○智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各類文學選讀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電磁現象一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057 三年一班 03 杜○毅 地質與環境
810060 三年一班 04 周○毅 電磁現象一
810060 三年一班 04 周○毅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61 三年一班 05 周○辰 各類文學選讀
810061 三年一班 05 周○辰 電磁現象一
810061 三年一班 05 周○辰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61 三年一班 05 周○辰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70 三年一班 06 林○麟 英文作文
810071 三年一班 07 林○愷 英文作文
810098 三年一班 09 凃○哲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98 三年一班 09 凃○哲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24 三年一班 11 莊○霖 電磁現象一
810124 三年一班 11 莊○霖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24 三年一班 11 莊○霖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57 三年一班 12 陳○峻 英文作文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各類文學選讀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數學甲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電磁現象一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62 三年一班 13 陳○翔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英文作文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數學甲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電磁現象一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64 三年一班 14 陳○均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212 三年一班 15 黃○威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12 三年一班 15 黃○威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21 三年一班 16 黃○宇 電磁現象一
810278 三年一班 17 謝○安 數學甲
810278 三年一班 17 謝○安 電磁現象一
810278 三年一班 17 謝○安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78 三年一班 17 謝○安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數學甲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電磁現象一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31 三年一班 18 吳○禎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36 三年一班 19 吳○璇 英文作文
810036 三年一班 19 吳○璇 數學甲
810036 三年一班 19 吳○璇 電磁現象一
810036 三年一班 19 吳○璇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47 三年一班 20 吳○綸 數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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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47 三年一班 20 吳○綸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47 三年一班 20 吳○綸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86 三年一班 21 林○萍 電磁現象一
810086 三年一班 21 林○萍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86 三年一班 21 林○萍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07 三年一班 22 徐○涵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07 三年一班 22 徐○涵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07 三年一班 22 徐○涵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全民國防教育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各類文學選讀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數學甲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電磁現象一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49 三年一班 23 陳○亭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72 三年一班 24 陳○諠 電磁現象一
810172 三年一班 24 陳○諠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各類文學選讀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數學甲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電磁現象一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85 三年一班 26 曾○庭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14 三年一班 27 黃○方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17 三年一班 28 黃○妮 數學甲
810217 三年一班 28 黃○妮 電磁現象一
810217 三年一班 28 黃○妮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17 三年一班 28 黃○妮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17 三年一班 28 黃○妮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84 三年一班 29 魏○婷 音樂
810284 三年一班 29 魏○婷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4 三年一班 29 魏○婷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84 三年一班 29 魏○婷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84 三年一班 29 魏○婷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289 三年一班 30 蘇○婷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289 三年一班 30 蘇○婷 數學甲
810289 三年一班 30 蘇○婷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9 三年一班 30 蘇○婷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002 三年二班 01 方○原 英語聽講
810002 三年二班 01 方○原 英文作文
810002 三年二班 01 方○原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02 三年二班 01 方○原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英文作文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電磁現象一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04 三年二班 02 王○樺 地質與環境
810064 三年二班 03 林○佑 電磁現象一
810064 三年二班 03 林○佑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64 三年二班 03 林○佑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各類文學選讀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英文作文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電磁現象一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65 三年二班 04 林○炫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91 三年二班 05 邱○翔 各類文學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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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91 三年二班 05 邱○翔 電磁現象一
810091 三年二班 05 邱○翔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91 三年二班 05 邱○翔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91 三年二班 05 邱○翔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音樂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各類文學選讀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數學甲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電磁現象一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112 三年二班 06 高○耀 地質與環境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音樂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各類文學選讀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英語聽講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數學甲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122 三年二班 07 莊○昇 地質與環境
810126 三年二班 08 莊○祥 各類文學選讀
810126 三年二班 08 莊○祥 英語聽講
810126 三年二班 08 莊○祥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26 三年二班 08 莊○祥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26 三年二班 08 莊○祥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31 三年二班 09 許○沂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31 三年二班 09 許○沂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31 三年二班 09 許○沂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91 三年二班 10 曾○紘 各類文學選讀
810191 三年二班 10 曾○紘 英文作文
810191 三年二班 10 曾○紘 數學甲
810191 三年二班 10 曾○紘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191 三年二班 10 曾○紘 地質與環境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各類文學選讀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英語聽講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英文作文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電磁現象一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11 三年二班 11 黃○哲 地質與環境
810228 三年二班 12 楊○洋 音樂
810228 三年二班 12 楊○洋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28 三年二班 12 楊○洋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28 三年二班 12 楊○洋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62 三年二班 13 鄭○瑋 各類文學選讀
810262 三年二班 13 鄭○瑋 英語聽講
810262 三年二班 13 鄭○瑋 英文作文
810262 三年二班 13 鄭○瑋 電磁現象一
810264 三年二班 14 賴○輝 數學甲
810264 三年二班 14 賴○輝 電磁現象一
810264 三年二班 14 賴○輝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64 三年二班 14 賴○輝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64 三年二班 14 賴○輝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各類文學選讀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英文作文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電磁現象一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77 三年二班 16 謝○樺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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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29 三年二班 18 何○青 數學甲
810029 三年二班 18 何○青 電磁現象一
810029 三年二班 18 何○青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29 三年二班 18 何○青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29 三年二班 18 何○青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37 三年二班 19 吳○鳳 電磁現象一
810037 三年二班 19 吳○鳳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37 三年二班 19 吳○鳳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037 三年二班 19 吳○鳳 地質與環境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英語聽講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英文作文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電磁現象一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92 三年二班 20 邱○珊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英語聽講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數學甲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電磁現象一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06 三年二班 22 孫○淳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英語聽講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英文作文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電磁現象一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21 三年二班 23 梁○瑄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藝術生活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各類文學選讀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136 三年二班 24 許○庭 地質與環境
810179 三年二班 25 陳○菱 數學甲
810179 三年二班 25 陳○菱 電磁現象一
810188 三年二班 26 曾○瑄 數學甲
810188 三年二班 26 曾○瑄 電磁現象一
810188 三年二班 26 曾○瑄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88 三年二班 26 曾○瑄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88 三年二班 26 曾○瑄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英語聽講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英文作文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數學甲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電磁現象一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07 三年二班 27 黃○綺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56 三年二班 29 蔡○津 電磁現象一
810256 三年二班 29 蔡○津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56 三年二班 29 蔡○津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56 三年二班 29 蔡○津 地質與環境
810283 三年二班 30 魏○雅 電磁現象一
810283 三年二班 30 魏○雅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3 三年二班 30 魏○雅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83 三年二班 30 魏○雅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83 三年二班 30 魏○雅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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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10 三年二班 31 王○雅 各類文學選讀
810010 三年二班 31 王○雅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10 三年二班 31 王○雅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藝術生活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英文作文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電磁現象一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38 三年三班 01 吳○宏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105 三年三班 03 苟○誠 各類文學選讀
810105 三年三班 03 苟○誠 英文作文
810105 三年三班 03 苟○誠 電磁現象一
810105 三年三班 03 苟○誠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05 三年三班 03 苟○誠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41 三年三班 05 郭○祐 數學甲
810141 三年三班 05 郭○祐 電磁現象一
810141 三年三班 05 郭○祐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47 三年三班 06 郭○棋 數學甲
810159 三年三班 07 陳○中 體育
810159 三年三班 07 陳○中 電磁現象一
810159 三年三班 07 陳○中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59 三年三班 07 陳○中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59 三年三班 07 陳○中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缺曠事假超過1/3，該科0分不得補考

810169 三年三班 08 陳○甫 電磁現象一
810169 三年三班 08 陳○甫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69 三年三班 08 陳○甫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77 三年三班 09 陳○任 英文作文
810177 三年三班 09 陳○任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77 三年三班 09 陳○任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82 三年三班 10 陳○翔 電磁現象一
810182 三年三班 10 陳○翔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82 三年三班 10 陳○翔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82 三年三班 10 陳○翔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00 三年三班 11 黃○銘 電磁現象一
810200 三年三班 11 黃○銘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00 三年三班 11 黃○銘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39 三年三班 12 詹○量 電磁現象一
810239 三年三班 12 詹○量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39 三年三班 12 詹○量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39 三年三班 12 詹○量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71 三年三班 14 薛○安 數學甲
810271 三年三班 14 薛○安 電磁現象一
810271 三年三班 14 薛○安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71 三年三班 14 薛○安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72 三年三班 15 謝○強 電磁現象一
810272 三年三班 15 謝○強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72 三年三班 15 謝○強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72 三年三班 15 謝○強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72 三年三班 15 謝○強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810282 三年三班 16 顏○祐 電磁現象一
810282 三年三班 16 顏○祐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2 三年三班 16 顏○祐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82 三年三班 16 顏○祐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26 三年三班 17 朱○琪 數學甲
810026 三年三班 17 朱○琪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77 三年三班 18 林○儀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77 三年三班 18 林○儀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77 三年三班 18 林○儀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078 三年三班 19 林○瑜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78 三年三班 19 林○瑜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04 三年三班 20 洪○貞 數學甲
810104 三年三班 20 洪○貞 電磁現象一
810104 三年三班 20 洪○貞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04 三年三班 20 洪○貞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04 三年三班 20 洪○貞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81 三年三班 21 陳○瑾 電磁現象一
810181 三年三班 21 陳○瑾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81 三年三班 21 陳○瑾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81 三年三班 21 陳○瑾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99 三年三班 24 黃○瑀 數學甲
810199 三年三班 24 黃○瑀 電磁現象一
810199 三年三班 24 黃○瑀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99 三年三班 24 黃○瑀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99 三年三班 24 黃○瑀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15 三年三班 25 黃○雅 英文作文
810215 三年三班 25 黃○雅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22 三年三班 26 黃○軒 數學甲
810222 三年三班 26 黃○軒 電磁現象一
810222 三年三班 26 黃○軒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6 三年三班 29 嚴○恬 英文作文
810286 三年三班 29 嚴○恬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86 三年三班 29 嚴○恬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86 三年三班 29 嚴○恬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60 三年三班 30 陳○書 電磁現象一
810160 三年三班 30 陳○書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60 三年三班 30 陳○書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60 三年三班 30 陳○書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39 三年四班 02 吳○育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39 三年四班 02 吳○育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79 三年四班 04 林○辰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79 三年四班 04 林○辰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79 三年四班 04 林○辰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48 三年四班 07 陳○炫 電磁現象一
810148 三年四班 07 陳○炫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48 三年四班 07 陳○炫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93 三年四班 09 馮○誠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93 三年四班 09 馮○誠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02 三年四班 10 黃○詮 英語聽講
810202 三年四班 10 黃○詮 英文作文
810202 三年四班 10 黃○詮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02 三年四班 10 黃○詮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255 三年四班 11 蔡○哲 電磁現象一
810255 三年四班 11 蔡○哲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255 三年四班 11 蔡○哲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255 三年四班 11 蔡○哲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22 三年四班 12 王○筑 電磁現象一
810090 三年四班 16 邱○亭 電磁現象一
810090 三年四班 16 邱○亭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090 三年四班 16 邱○亭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090 三年四班 16 邱○亭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15 三年四班 18 張○筠 電磁現象一
810127 三年四班 20 莊○芸 電磁現象一
810127 三年四班 20 莊○芸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33 三年四班 21 許○渝 數學甲
810133 三年四班 21 許○渝 電磁現象一
810133 三年四班 21 許○渝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133 三年四班 21 許○渝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33 三年四班 21 許○渝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140 三年四班 23 郭○阡 電磁現象一
810154 三年四班 25 陳○軒 英語聽講
810154 三年四班 25 陳○軒 英文作文
810166 三年四班 26 陳○蒨 電磁現象一
810166 三年四班 26 陳○蒨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
810166 三年四班 26 陳○蒨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810166 三年四班 26 陳○蒨 有機化學應用科技
810017 三年五班 01 王○瑜 英語聽講
810017 三年五班 01 王○瑜 英文作文
810017 三年五班 01 王○瑜 數學乙
810103 三年五班 02 洪○銘 數學乙
810175 三年五班 04 陳○諭 數學乙
810021 三年五班 07 王○晨 全民國防教育
810021 三年五班 07 王○晨 英語聽講
810084 三年五班 12 林○柔 全民國防教育
810171 三年五班 18 陳○君 數學乙
810174 三年五班 19 陳○ 數學乙
810012 三年六班 01 王○傑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12 三年六班 01 王○傑 英語聽講
810012 三年六班 01 王○傑 英文作文
810012 三年六班 01 王○傑 數學乙
810020 三年六班 02 王○晟 數學乙
810028 三年六班 03 朱○霖 數學乙
810040 三年六班 04 吳○耀 英文作文
810040 三年六班 04 吳○耀 數學乙
810045 三年六班 05 吳○諺 各類文學選讀
810045 三年六班 05 吳○諺 英語聽講
810045 三年六班 05 吳○諺 英文作文
810045 三年六班 05 吳○諺 數學乙
810046 三年六班 06 吳○邑 英文作文
810046 三年六班 06 吳○邑 數學乙
810046 三年六班 06 吳○邑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46 三年六班 06 吳○邑 空間資訊科技
810053 三年六班 07 李○印 藝術生活
810053 三年六班 07 李○印 英語聽講
810053 三年六班 07 李○印 英文作文
810053 三年六班 07 李○印 數學乙
810053 三年六班 07 李○印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62 三年六班 09 周○廷 各類文學選讀
810062 三年六班 09 周○廷 數學乙
810083 三年六班 10 林○隆 體育
810083 三年六班 10 林○隆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83 三年六班 10 林○隆 英語聽講
810083 三年六班 10 林○隆 英文作文
810083 三年六班 10 林○隆 數學乙
810095 三年六班 11 邱○明 英文作文
810095 三年六班 11 邱○明 數學乙
810113 三年六班 12 張○愷 英文作文
810113 三年六班 12 張○愷 數學乙
810113 三年六班 12 張○愷 空間資訊科技
810120 三年六班 13 張○忠 英語聽講
810120 三年六班 13 張○忠 英文作文
810120 三年六班 13 張○忠 數學乙
810123 三年六班 14 莊○祐 英語聽講
810123 三年六班 14 莊○祐 英文作文
810123 三年六班 14 莊○祐 數學乙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123 三年六班 14 莊○祐 空間資訊科技
810123 三年六班 14 莊○祐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144 三年六班 15 郭○辰 各類文學選讀
810144 三年六班 15 郭○辰 英文作文
810144 三年六班 15 郭○辰 數學乙
810155 三年六班 16 陳○佑 英語聽講
810155 三年六班 16 陳○佑 英文作文
810155 三年六班 16 陳○佑 數學乙
810155 三年六班 16 陳○佑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95 三年六班 17 黃○勛 數學乙
810195 三年六班 17 黃○勛 空間資訊科技
810195 三年六班 17 黃○勛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279 三年六班 18 謝○恩 英語聽講
810279 三年六班 18 謝○恩 英文作文
810279 三年六班 18 謝○恩 數學乙
810003 三年六班 19 方○瑀 英文作文
810003 三年六班 19 方○瑀 數學乙
810019 三年六班 20 王○儀 數學乙
810027 三年六班 21 朱○毓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27 三年六班 21 朱○毓 各類文學選讀
810027 三年六班 21 朱○毓 英語聽講
810027 三年六班 21 朱○毓 英文作文
810027 三年六班 21 朱○毓 數學乙
810054 三年六班 22 李○嬅 數學乙
810055 三年六班 23 李○妤 英語聽講
810055 三年六班 23 李○妤 英文作文
810055 三年六班 23 李○妤 數學乙
810081 三年六班 24 林○雯 英文作文
810081 三年六班 24 林○雯 數學乙
810094 三年六班 25 邱○晴 數學乙
810132 三年六班 26 許○芳 英文作文
810132 三年六班 26 許○芳 數學乙
810153 三年六班 27 陳○怡 英語聽講
810153 三年六班 27 陳○怡 英文作文
810153 三年六班 27 陳○怡 數學乙
810163 三年六班 29 陳○妤 英語聽講
810163 三年六班 29 陳○妤 英文作文
810163 三年六班 29 陳○妤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63 三年六班 29 陳○妤 空間資訊科技
810250 三年六班 30 蔡○婕 各類文學選讀
810250 三年六班 30 蔡○婕 英語聽講
810250 三年六班 30 蔡○婕 英文作文
810250 三年六班 30 蔡○婕 數學乙
810265 三年六班 32 賴○蓁 英文作文
810265 三年六班 32 賴○蓁 數學乙
810267 三年六班 33 賴○伶 各類文學選讀
810267 三年六班 33 賴○伶 英文作文
810267 三年六班 33 賴○伶 數學乙
810276 三年六班 34 謝○妤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276 三年六班 34 謝○妤 英語聽講
810276 三年六班 34 謝○妤 英文作文
810276 三年六班 34 謝○妤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287 三年六班 35 蘇○瑄 數學乙
810288 三年六班 36 蘇○寧 英語聽講
810288 三年六班 36 蘇○寧 數學乙
810001 三年七班 01 丁○瑋 空間資訊科技
810014 三年七班 02 王○翔 英語聽講
810014 三年七班 02 王○翔 英文作文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014 三年七班 02 王○翔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14 三年七班 02 王○翔 空間資訊科技
810044 三年七班 03 吳○陞 藝術生活
810044 三年七班 03 吳○陞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44 三年七班 03 吳○陞 英語聽講
810044 三年七班 03 吳○陞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063 三年七班 04 林○澤 英語聽講
810063 三年七班 04 林○澤 數學乙
810063 三年七班 04 林○澤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82 三年七班 05 林○翔 數學乙
810129 三年七班 07 莊○翔 藝術生活
810135 三年七班 08 許○煒 藝術生活
810135 三年七班 08 許○煒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135 三年七班 08 許○煒 各類文學選讀
810135 三年七班 08 許○煒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35 三年七班 08 許○煒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165 三年七班 10 陳○熏 各類文學選讀
810165 三年七班 10 陳○熏 數學乙
810210 三年七班 12 黃○錡 英語聽講
810210 三年七班 12 黃○錡 英文作文
810210 三年七班 12 黃○錡 數學乙
810223 三年七班 13 黃○智 數學乙
810229 三年七班 14 楊○諄 數學乙
810233 三年七班 15 楊○宇 英文作文
810233 三年七班 15 楊○宇 數學乙
810243 三年七班 16 劉○霖 數學乙
810266 三年七班 17 賴○任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269 三年七班 18 錢○嘉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269 三年七班 18 錢○嘉 英語聽講
810269 三年七班 18 錢○嘉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269 三年七班 18 錢○嘉 空間資訊科技
810269 三年七班 18 錢○嘉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005 三年七班 19 王○懿 英文作文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英語聽講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英文作文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空間資訊科技
810008 三年七班 20 王○榛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049 三年七班 22 李○芳 數學乙
810049 三年七班 22 李○芳 空間資訊科技
810050 三年七班 23 李○晏 英文作文
810050 三年七班 23 李○晏 數學乙
810110 三年七班 25 高○莉 空間資訊科技
810125 三年七班 26 莊○綺 英語聽講
810125 三年七班 26 莊○綺 英文作文
810125 三年七班 26 莊○綺 數學乙
810125 三年七班 26 莊○綺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25 三年七班 26 莊○綺 空間資訊科技
810319 三年七班 28 郭○妤 數學乙
810190 三年七班 29 曾○涵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190 三年七班 29 曾○涵 數學乙
810192 三年七班 30 曾○淳 英語聽講
810192 三年七班 30 曾○淳 英文作文
810198 三年七班 31 黃○瑜 英文作文
810198 三年七班 31 黃○瑜 數學乙
810213 三年七班 32 黃○妙 各類文學選讀
810213 三年七班 32 黃○妙 英語聽講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213 三年七班 32 黃○妙 英文作文
810213 三年七班 32 黃○妙 空間資訊科技
810257 三年七班 33 蔡○璇 英語聽講
810257 三年七班 33 蔡○璇 英文作文
810260 三年七班 34 蔡○鮮 數學乙
810275 三年七班 35 謝○妤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275 三年七班 35 謝○妤 英語聽講
810275 三年七班 35 謝○妤 數學乙
810275 三年七班 35 謝○妤 空間資訊科技
810013 三年八班 01 王○勝 數學乙
810032 三年八班 04 吳○揚 英文作文
810032 三年八班 04 吳○揚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032 三年八班 04 吳○揚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068 三年八班 06 林○憲 美術 缺曠事假超過1/3，該科0分不得補考

810088 三年八班 07 邱○崴 數學乙
810101 三年八班 08 柯○軒 數學乙
810114 三年八班 09 張○賢 英語聽講
810114 三年八班 09 張○賢 英文作文
810114 三年八班 09 張○賢 數學乙
810116 三年八班 10 張○子 英語聽講
810116 三年八班 10 張○子 數學乙
810116 三年八班 10 張○子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28 三年八班 11 莊○翔 各類文學選讀
810128 三年八班 11 莊○翔 數學乙
810168 三年八班 12 陳○宇 美術
810168 三年八班 12 陳○宇 各類文學選讀
810205 三年八班 14 黃○輔 藝術生活
810224 三年八班 15 黃○哲 藝術生活
810231 三年八班 16 楊○祥 各類文學選讀
810231 三年八班 16 楊○祥 英語聽講
810231 三年八班 16 楊○祥 英文作文
810248 三年八班 18 蔡○凡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248 三年八班 18 蔡○凡 空間資訊科技
810007 三年八班 19 王○璇 各類文學選讀
810007 三年八班 19 王○璇 英語聽講
810007 三年八班 19 王○璇 英文作文
810059 三年八班 21 周○喜 英語聽講
810059 三年八班 21 周○喜 英文作文
810074 三年八班 22 林○辰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080 三年八班 23 林○瑤 數學乙
810134 三年八班 24 許○瑄 各類文學選讀
810134 三年八班 24 許○瑄 英文作文
810134 三年八班 24 許○瑄 數學乙
810134 三年八班 24 許○瑄 空間資訊科技
810137 三年八班 25 許○恩 英語聽講
810137 三年八班 25 許○恩 英文作文
810137 三年八班 25 許○恩 數學乙
810178 三年八班 27 陳○筠 各類文學選讀
810178 三年八班 27 陳○筠 英語聽講
810178 三年八班 27 陳○筠 英文作文
810178 三年八班 27 陳○筠 數學乙
810178 三年八班 27 陳○筠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206 三年八班 28 黃○霖 英文作文
810206 三年八班 28 黃○霖 數學乙
810218 三年八班 29 黃○蓁 數學乙
810237 三年八班 30 詹○? 英語聽講
810237 三年八班 30 詹○? 英文作文
810237 三年八班 30 詹○? 數學乙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244 三年八班 32 劉○儀 數學乙
810253 三年八班 34 蔡○芳 英語聽講
810253 三年八班 34 蔡○芳 英文作文
810253 三年八班 34 蔡○芳 數學乙
810253 三年八班 34 蔡○芳 空間資訊科技
810273 三年八班 35 謝○君 英語聽講
810273 三年八班 35 謝○君 英文作文
810273 三年八班 35 謝○君 數學乙
810281 三年八班 36 鍾○怡 英語聽講
810281 三年八班 36 鍾○怡 英文作文
810281 三年八班 36 鍾○怡 數學乙
810009 三年九班 01 王○崴 各類文學選讀
810009 三年九班 01 王○崴 英文作文
810009 三年九班 01 王○崴 空間資訊科技
810023 三年九班 02 田○榳 各類文學選讀
810023 三年九班 02 田○榳 英文作文
810023 三年九班 02 田○榳 空間資訊科技
810023 三年九班 02 田○榳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051 三年九班 03 李○進 藝術生活
810051 三年九班 03 李○進 各類文學選讀
810051 三年九班 03 李○進 英語聽講
810051 三年九班 03 李○進 英文作文
810051 三年九班 03 李○進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150 三年九班 05 陳○恩 空間資訊科技
810173 三年九班 07 陳○丞 英語聽講
810173 三年九班 07 陳○丞 英文作文
810173 三年九班 07 陳○丞 數學乙

810197 三年九班 08 黃○洋 美術 缺曠事假超過1/3，該科0分不得補考

810197 三年九班 08 黃○洋 英語聽講 缺曠事假超過1/3，該科0分不得補考

810197 三年九班 08 黃○洋 英文作文

810197 三年九班 08 黃○洋 空間資訊科技 缺曠事假超過1/3，該科0分不得補考

810209 三年九班 11 黃○中 英語聽講
810209 三年九班 11 黃○中 英文作文
810209 三年九班 11 黃○中 數學乙
810232 三年九班 13 楊○翔 英語聽講
810232 三年九班 13 楊○翔 空間資訊科技
810034 三年九班 14 吳○蓁 數學乙
810052 三年九班 15 李○妤 英語聽講
810052 三年九班 15 李○妤 英文作文
810052 三年九班 15 李○妤 數學乙
810087 三年九班 16 邱○庭 英語聽講
810087 三年九班 16 邱○庭 英文作文
810089 三年九班 17 邱○晴 英語聽講
810109 三年九班 18 高○茵 英語聽講
810109 三年九班 18 高○茵 英文作文
810117 三年九班 19 張○薰 各類文學選讀
810117 三年九班 19 張○薰 英語聽講
810117 三年九班 19 張○薰 英文作文
810142 三年九班 20 郭○妤 英語聽講
810176 三年九班 23 陳○綺 英語聽講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各類文學選讀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英語聽講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英文作文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數學乙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810186 三年九班 24 曾○棋 空間資訊科技
810196 三年九班 25 黃○恩 英語聽講
810196 三年九班 25 黃○恩 英文作文



學號1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備註

810219 三年九班 26 黃○涵 各類文學選讀
810219 三年九班 26 黃○涵 英語聽講
810230 三年九班 27 楊○蓁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810230 三年九班 27 楊○蓁 英語聽講
810230 三年九班 27 楊○蓁 英文作文
810258 三年九班 29 蔡○羽 英語聽講
810258 三年九班 29 蔡○羽 英文作文
810258 三年九班 29 蔡○羽 數學乙
810268 三年九班 31 賴○岑 英文作文
810268 三年九班 31 賴○岑 數學甲
810102 三年九班 33 洪○傑 英語聽講
810102 三年九班 33 洪○傑 英文作文
810203 三年九班 34 黃○維 各類文學選讀
810203 三年九班 34 黃○維 英文作文
810203 三年九班 34 黃○維 空間資訊科技
810249 三年九班 35 蔡○銘 各類文學選讀
810184 三年九班 36 陳○菁 數學甲
810183 三年九班 37 陳○臻 英語聽講
810183 三年九班 37 陳○臻 英文作文
810183 三年九班 37 陳○臻 數學乙
810183 三年九班 37 陳○臻 空間資訊科技
810220 三年九班 38 黃○惀 英語聽講
810220 三年九班 38 黃○惀 英文作文
810220 三年九班 38 黃○惀 數學乙
810220 三年九班 38 黃○惀 民主政治與法律
810241 三年九班 39 劉○瑜 英語聽講
810241 三年九班 39 劉○瑜 數學乙
810246 三年九班 40 劉○囷 各類文學選讀
810246 三年九班 40 劉○囷 英語聽講
810246 三年九班 40 劉○囷 英文作文
810018 三年九班 41 王○ 英語聽講
810304 三年十班 11 陳○嘉 英文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