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一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五第1-2節)
上課教室

301 01 910007 王O承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1 02 910009 王O維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1 03 910012 王O勝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04 910013 王O鋒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05 910079 周O廷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06 910087 林O昱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07 910091 林O辰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08 910093 林O廷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09 910099 林O碩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10 910101 邱O軒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11 910102 邱O嘉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12 910145 許O文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13 910151 郭O辰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14 910172 陳O翰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15 910179 陳O璁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16 910196 陳O綸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17 910204 馮O智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18 910215 黃O翔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1 19 910220 黃O科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20 910232 黃O綦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21 910237 楊O翔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22 910248 蔡O晉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23 910258 蔡O安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24 910277 謝O佑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25 910004 方O筑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26 910023 王O如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27 910031 吳O婕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28 910035 吳O容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1 29 910080 周O雯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30 910088 林O臻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31 910112 洪O晴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32 910123 翁O淇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1 33 910223 黃O恩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1 34 910267 賴O妙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35 910270 戴O芽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1 36 910044 吳O綸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1 37 910075 沈O霖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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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一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五第1-2節)
上課教室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302 01 910006 王O品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02 910022 王O興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03 910028 余O承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2 04 910038 吳O諭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05 910039 吳O儀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06 910053 李O恩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07 910061 李O廷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08 910066 李O瑋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09 910070 李O圻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2 10 910097 林O和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11 910133 張O語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12 910147 郭O朋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2 13 910154 郭O琳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14 910157 陳O信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2 15 910162 陳O揚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2 16 910170 陳O宇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17 910176 陳O辰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18 910211 黃O竣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19 910221 黃O揚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20 910227 黃O軒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21 910240 葉O丞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22 910241 廖O棨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23 910268 賴O榮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24 910077 周O岑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25 910084 林O宸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26 910104 邱O淇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27 910110 洪O欣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28 910114 胡O婷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29 910128 張O綵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30 910137 莊O雯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31 910212 黃O寧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32 910222 黃O媛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33 910225 黃O祺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2 34 910262 鄭O欣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2 35 910323 何O樂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2 36 910146 郭O玹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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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一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五第1-2節)
上課教室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303 01 910017 王O登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02 910047 吳O景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03 910058 李O漢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04 910072 李O元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3 05 910081 林O軒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06 910118 徐O宸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3 07 910127 張O翔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08 910144 許O昇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09 910153 郭O雄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10 910175 陳O任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3 11 910181 陳O安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化學全方位增能 三年三班

303 12 910185 陳O臣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13 910194 陳O霖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14 910205 黃O奕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3 15 910233 黃O賢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3 16 910250 蔡O勳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17 910260 鄭O諾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18 910278 謝O霖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19 910285 蘇O諺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20 910008 王O宣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21 910033 吳O芸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23 910054 李O茜 觀看TED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多功能教室1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三年二班

303 24 910065 李O珈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25 910129 張O婷 呆腦獸的一生 地科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3 26 910152 郭O瑾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三年一班

303 27 910191 陳O琪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28 910197 陳O勤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29 910244 劉O綺 地球環境 三年二班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303 30 910264 鄭O蔓 物聯網程式設計 電腦教室 生物萬花筒 生物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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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三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2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4節)
上課教室

304 01 910005 方O堯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2 910045 吳O晨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3 910089 林O弘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4 04 910138 莊O豪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4 05 910142 許O偉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6 910168 陳O宇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7 910180 陳O宏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8 910202 曾O哲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09 910254 蔡O銘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0 910269 戴O訢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1 910284 蘇O承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2 910002 方O熏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3 910016 王O方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14 910019 王O婷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15 910320 吳O瑄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6 910052 李O珍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4 17 910073 杜O晨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18 910078 周O蓓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19 910085 林O穎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4 20 910105 侯O庭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4 21 910117 徐O華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22 910164 陳O予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23 910167 陳O安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24 910183 陳O丰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4 25 910209 黃O臻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26 910224 黃O晶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27 910259 鄭O瑜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4 28 910273 謝O君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4 29 910275 謝O恩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4 30 910281 顏O伶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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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01 910025 王O林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02 910048 吳O瑀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03 910071 李O瑋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04 910140 許O豪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5 05 910148 郭O挺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06 910177 陳O仲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5 07 910178 陳O智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5 08 910182 陳O橙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5 09 910198 曾O廷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10 910231 黃O壹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5 11 910246 劉O綦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5 12 910263 鄭O檠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5 13 910011 王O評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14 910046 吳O恩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15 910060 李O庭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5 16 910068 李O欣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17 910069 李O鈺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18 910092 林O岑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19 910106 侯O婕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0 910131 張O媚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1 910143 許O歆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2 910150 郭O倪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23 910192 陳O瑄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24 910193 陳O妍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5 910195 陳O婷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26 910234 楊O萱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27 910251 蔡O蓁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8 910271 謝O諼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5 29 910283 羅O妮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5 30 910286 蘇O瑩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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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01 910014 王O竣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02 910021 王O盛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03 910037 吳O彥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6 04 910063 李O明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05 910064 李O瑋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07 910115 徐O倫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08 910171 陳O霖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09 910253 蔡O毅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11 910280 顏O賜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6 12 910003 方O玲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13 910010 王O如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6 14 910040 吳O蒨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15 910049 李O詠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6 16 910082 林O翊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6 17 910055 李O靜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6 18 910098 林O筑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6 19 910111 洪O汝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20 910120 翁O芸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6 21 910155 郭O禎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6 22 910160 陳O侞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6 23 910166 陳O妤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24 910187 陳O甄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25 910189 陳O穎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26 910201 曾O文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6 27 910236 楊O儀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28 910252 蔡O怡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6 29 910256 蔡O宜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6 30 910266 蕭O君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6 31 910199 曾O嘉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6 32 910200 曾O榮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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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01 910029 吳O昌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02 910083 林O佐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7 03 910095 林O佳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04 910122 翁O傑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05 910135 梁O銘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7 06 910139 莊O貴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08 910186 陳O緣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7 09 910203 游O翔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10 910207 黃O慧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11 910229 黃O宸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12 910243 劉O昇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13 910001 尤O喬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14 910020 王O芸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15 910032 吳O涵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16 910043 吳O妤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17 910086 林O婕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18 910103 邱O瑄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19 910124 高O彤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7 20 910126 康O涵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21 910158 陳O甄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23 910190 陳O歆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24 910210 黃O雯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7 25 910214 黃O榕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26 910226 黃O鈺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7 27 910228 黃O珊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7 28 910230 黃O文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7 29 910235 楊O萱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7 30 910239 楊O淇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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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三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2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4節)
上課教室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308 01 910015 王O智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02 910036 吳O樺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03 910074 汪O弦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8 04 910125 康O若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05 910136 梁O維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06 910156 陳O榮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07 910159 陳O銓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08 910319 陳O翰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09 910184 陳O霖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10 910216 黃O凱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11 910218 黃O喬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8 13 910257 蔡O彬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14 910261 鄭O宇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8 15 910276 謝O祥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8 16 910282 顏O頡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17 910018 王O云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18 910030 吳O婕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8 19 910067 李O芸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8 20 910096 林O均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21 910107 侯O薰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8 22 910108 柯O晏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8 23 910113 胡O瑄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24 910119 翁O意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8 25 910130 張O庭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26 910173 陳O螢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27 910174 陳O妤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28 910206 黃O欣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29 910208 黃O婕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8 30 910213 黃O熏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31 910238 楊O絜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8 32 910249 蔡O庭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308 33 910265 盧O臻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8 34 910324 吳O毅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歷史讀解-虛 三年八班-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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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三第3-4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2節)
上課教室

彈性學習(充補廣)

(週二第4節)
上課教室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309 01 910024 王O震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9 02 910026 王O竣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03 910076 周O恩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4 910109 柯O瑋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5 910141 許O彬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6 910149 郭O融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7 910163 陳O宏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8 910165 陳O廷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09 910169 陳O宇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12 910219 黃O騏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14 910255 蔡O豐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16 910272 謝O甫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17 910274 謝O宏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9 18 910027 王O如 公思分民 三年五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19 910041 吳O婷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9 20 910042 吳O蓁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虛 多功能教室1-虛

309 21 910050 李O佳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22 910051 李O珊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23 910057 李O霈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9 25 910090 林O庭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9 26 910094 林O廷 藥草與生活 三年九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27 910100 林O榆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9 28 910116 徐O嫻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公民論析 多功能教室1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29 910121 翁O廷 漫遊宗教人神對話 三年四班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309 30 910134 張O喻 創客自造者 GIS教室 歷史讀解(三下)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31 910161 陳O玟 英文探索家 多功能教室3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七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六班-虛

309 32 910217 黃O綺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三年八班 地理讀解 三年九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五班-虛

309 33 910245 劉O妤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地理讀解 三年六班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虛 三年七班-虛

309 34 910188 陳O柔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探究 三年六班 歷史升學試題研討(下) 三年五班 地理讀解-虛 三年九班-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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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週四第3-4節)
上課教室

多元選修

(週四第5節)
上課教室

310 02 910288 毛O仁 來橋LEVEL UP(下) 多功能教室1-虛 基礎韓文會話(下) 一年四班

310 03 910291 吳O霖 篆刻 圖資大樓1F-虛 匹克球 中正堂

310 04 910292 吳O陞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05 910293 吳O欽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06 910294 李O祺 來橋LEVEL UP(下) 多功能教室1-虛 匹克球 中正堂

310 07 910295 岳O叡 進階韓文會話(下) 二年二班 初階日本語(下) 一年二班

310 08 910297 侯O志 進階韓文會話(下) 二年二班 初階日本語(下) 一年二班

310 09 910298 洪O銨 進階韓文會話(下) 二年二班 初階日本語(下) 一年二班

310 10 910299 徐O祐 進階韓文會話(下) 二年二班 初階日本語(下) 一年二班

310 11 910300 張O宇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英文表達力 一年八班

310 12 910301 莊O智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基礎韓文會話(下) 一年四班

310 13 910302 陳O義 篆刻 圖資大樓1F-虛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14 910303 陳O維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初階日本語(下) 一年二班

310 15 910304 陳O鳴 醫藥概論 二年四班 匹克球 中正堂

310 16 910305 陳O騰 看見醫學 二年三班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17 910306 曾O軒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基礎韓文會話(下) 一年四班

310 18 910307 黃O霖 看見醫學 二年三班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19 910308 黃O賢 來橋LEVEL UP(下) 多功能教室1-虛 基礎韓文會話(下) 一年四班

310 21 910310 劉O瑞 來橋LEVEL UP(下) 多功能教室1-虛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22 910311 歐O孝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英文表達力 一年八班

310 23 910312 鄭O議 來橋LEVEL UP(下) 多功能教室1-虛 基礎韓文會話(下) 一年四班

310 25 910314 李O嫻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電腦教室-虛 經典名著看世界 一年六班

310 26 910315 邱O霏 篆刻 圖資大樓1F-虛 來橋(下) 多功能教室1-虛

310 27 910316 徐O芯 進階韓文會話(下) 二年二班 匹克球 中正堂

310 28 910317 梁O瑜 看見醫學 二年三班 匹克球 中正堂

310 29 910318 劉O秀 無人機應用 多功能教室3 經典名著看世界 一年六班

111-2選修課加退選結果

1.請同學依加退選後結果至指定教室上課。

2.如對選課結果有疑義，請於開課前至教學組詢問。

【註】課程或教室後有「虛」字，為系統建置代碼區分用，無特別意義，不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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