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第1學期校內「英語能力鑑定考試」，達測驗標準名單

姓名 班級 學號

鐘○晴 五幼三甲 1045102025

王○瑄 五幼三甲 1045102027

吳○諠 五幼三甲 1045102017

康○雅 五妝一甲 1065105006

黃○宜 五妝一甲 1065105022

李○霖 五妝二乙 1055105050

李○瑩 五妝三乙 1045105071

陳○億 五健三乙 1045106075

游○梹 五資二甲 1055103019

吳○勳 五資三甲 1045103047

林○瀞 五資三甲 1045103050

高○揚 五資三甲 1045103043

黃○婷 五資三甲 1045103002

胡○楨 五資三甲 1045103027

莊○堯 五餐三乙 1045104121

蔡○涓 五餐三甲 1045104052

卓○婷 五餐三甲 1045104038

李○靜 五餐三甲 1045104021

馮○晶 五餐三甲 1045104048

陳○瑄 五餐三甲 1045104053

吳○庭 五護一丁 1065101169

李○宜 五護一丁 1065101185

游○淳 五護一丁 1065101340

簡○庭 五護一己 1065101238

莊○涵 五護一己 1065101241

許○瑋 五護一己 1065101255

李○羽 五護一己 1065101252

楊○以 五護一己 1065101243

崔○泰 五護一戊 1065101189

吳○真 五護一戊 1065101214

陳○蓁 五護一戊 1065101198

曾○諭 五護一戊 1065101208

沈○郁 五護一戊 1065101199

游○儒 五護一戊 1065101196

游○婷 五護一甲 1065101015

黃○翔 五護一甲 1065101017

林○宏 五護一甲 1065101003

陳○珮 五護一甲 1065101021

詹○盛 五護一庚 1065101294

徐○毓 五護二乙 1055101062

游○亮 五護二乙 1055101081

楊○蘋 五護二丁 1055101183

楊○臻 五護二丁 1055101169

林○靜 五護二丁 1055101173



王○萱 五護二己 1055101310

顏○庭 五護二己 1055101276

賴○慧 五護二己 1055101273

林○璇 五護二己 1055101283

陳○晴 五護二己 1055101267

莊○婷 五護二己 1055101304

陳○芳 五護二己 1055101295

沈○萱 五護二己 1055101274

李○欣 五護二己 1055101288

廖○安 五護二己 1055101292

吳○妤 五護二己 1055101305

李○儀 五護二丙 1055101109

張○婕 五護二丙 1055101120

王○惠 五護二丙 1055101129

林○庭 五護二戊 1055101229

張○綸 五護二甲 1055101012

胡○玟 五護二甲 1055101002

林○妤 五護二甲 1055101010

呂○靚 五護二甲 1055101008

陳○如 五護二甲 1055101040

游○淯 五護二甲 1055101042

林○婕 五護二甲 1055101015

陳○君 五護二甲 1055101016

黃○庭 五護二辛 1055101384

簡○樺 五護二辛 1055101391

陳○銘 五護二辛 1055101386

洪○潔 五護二辛 1055101369

賴○臻 五護二辛 1055101388

歐○倩 五護二辛 1055101387

黃○紜 五護二庚 1055101321

胡○伶 五護二庚 1055101344

蔡○哲 五護二庚 1055101315

朱○廷 五護二庚 1055101318

趙○靜 五護二庚 1055101332

陳○伃 五護二庚 1055101428

廖○彥 五護二庚 1055101330

陳○芹 五護二庚 1055101329

魏○諺 五護三丁 1045101206

安○瑄 五護三丁 1045101168

林○岑 五護三丁 1045101200

黃○凱 五護三丁 1045101199

廖○賢 五護三丁 1045101212

林○媜 五護三己 1045101301

俞○姍 五護三戊 1045101235

陳○瑄 五護三戊 1045101237

黃○倢 五護三戊 1045101219



曾○瑩 五護三甲 1045101018

林○萍 五護三辛 1025101383

李○萱 五護三辛 1045101376

劉○晴 五護三辛 1045101396

林○至 五護三辛 1045101409

潘○晴 五護三辛 1045101404

陳○妤 五護三庚 1045101448

游○恩 五護三庚 1045101330

郭○禎 五護三庚 1045101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