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班教室

60 射11 林佳誼

81 射17 邱煜庭

80 射3 艾明萱

78 射33 陳容莊

79 射5 何佩娟

99 儉19 林韋廷

備2 儉24 范明琪

122 儉28 陳文玲

104 儉33 黃昕

97 儉34 黃璿

109 儉36 羅以真

103 儉37 黃馨慧

108 儉4 何冠蓁

備 8 儉5 蔡宜潔

98 儉7 吳宜儒

146 樂10 李宜蓉

備5 樂20 鍾雅涵

備4 樂6 吳仲勤

備10 毅28 陳宣儒

121 毅3 余佳靜

134 毅34 黃筱晴

130 毅37 楊喻茹

94 毅5 呂依穎

139 毅9 杜可筠

123 誠20 袁若洋

128 誠3 吳鈺嫻 26



御班教室

1 御23 陳怡安

147 御36 廖勻婷

141 御37 廖怡鈞

89 御5 李典蓉

92 御7 周佩璇

58 公16 高家璇

59 公18 張晏萍

27 公2 任佳靜

31 公24 陳怡妏

56 公31 顧昱平

34 公32 葉子瑄

28 公34 劉于莎

50 公35 劉怡慧

55 公5 李興儀

136 勤2 黃邵安

96 勤30 陳品璇

125 勤9 鄭芷韻

148 讓12 鄭子含

149 讓16 鄭佳祐

137 讓2 王珮芬

143 讓20 林佳汶

138 讓22 鍾艾澐

118 讓29 陳苓鶴

102 讓30 蘇慧芝

備3 讓38 劉伊玲

120 讓40 蔡之蓓

119 讓7 江岱璉 27



書班教室

備7 書15 蔡旻軒

69 書16 奚婕寧

15 書23 陳巧欣

110 書33 黃翊晴

17 書36 詹佳穎

111 書37 廖珮函

16 書4 吳佩倚

112 書7 呂念珊

43 義11 林薔

44 義17 高孟如

61 義22 許予瑄

45 義30 蔡嘉晏

46 義8 李宥瑩

66 和1 王家鴻

備11 和22 張語珊

64 和27 曾筱涵

65 和30 劉靜一

113 和37 鄭羽倢

114 良17 張旖庭

101 溫22 黃筱真

129 溫3 李筑筠

140 善22 邱婉筠

127 善27 戴嘉瑩

90 善28 張馥

86 善31 郭馥嫻

91 善34 陳鈺洵 26



數班教室

135 數10 周蒂

備1 數12 周庭羽

131 數13 林孟樺

132 數18 唐青慧

備13 數25 陳力瑜

144 數29 陶泰英

備6 數33 黃聖惠

備14 數8 李依錡

87 愛1 王怡雯

126 愛2 王彥婷

72 愛26 陳奕安

73 愛29 程朱吟

76 愛3 朱伊婷

77 愛32 廖珈惠

67 愛38 楊予潼

74 愛40 洪維欣

70 愛42 許晴瑄

68 愛43 陳怡家

71 愛6 吳芊瑩

75 愛9 宋宜姍

22 信10 林哲因

26 信16 范榮約

24 信2 朱嘉雯

備15 信4 吳柏瑩

23 信40 吳凱芸

63 信46 萬邵晴

62 信5 李沛萱 27



真班教室

142 真19 林敬家

備12 真38 黃農喬

5 平12 胡柏真

8 平13 凃聿修

2 平21 陳彥利

11 平23 陳愈晏

12 平24 黃舒郁

85 平26 葉雅涵

14 平28 廖唯雅

10 平30 鄭宇伶

13 平31 鄭宇彤

3 平33 謝意

4 平34 鍾孟萱

82 平39 林雨儂

9 平4 吳佳穎

84 平45 黃翹

83 平46 蔡一平

6 平6 吳佾璇

7 平8 周俐安

42 仁10 初景暄

95 仁14 張意玟

53 仁22 陳庭琪

54 仁40 邱婕涵

93 仁41 姚依廷

116 仁44 黃薾萱

115 仁6 阮靖淳

124 仁9 林霈吾 27



莊班教室

33 莊1 王毓婷

32 莊12 林萱恩

117 莊16 張代欣

29 莊2 石千芳

20 莊20 陳昱璇

35 莊21 陳瑞瑜

21 莊24 黃琬祺

18 莊3 朱芙萱

25 莊31 戴尹宣

51 莊32 謝子心

57 莊34 簡玉卉

52 孝1 方妤

38 孝14 翁正芬

37 孝19 張詩涵

47 孝22 陳子芃

41 孝25 彭晴

36 孝27 黃明柔

48 孝35 謝采庭

40 孝5 江庭瑀

39 孝6 李孟芊

49 孝7 李牧潔

133 禮17 林宜萱

100 禮19 林珮綸

106 禮21 倪浿家

150 禮23 孫雯

105 禮8 何佳諠 26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