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五護一甲 1065101003 林○宏

五護一甲 1065101004 沈○怡

五護一甲 1065101005 何○妤

五護一甲 1065101010 吳○縣

五護一甲 1065101012 鄭○婷

五護一甲 1065101015 游○婷

五護一甲 1065101016 翁○蘋

五護一甲 1065101017 黃○翔

五護一甲 1065101019 吳○芸

五護一甲 1065101021 陳○珮

五護一甲 1065101023 鄭○柔

五護一甲 1065101024 朱○樺

五護一甲 1065101032 李○瑜

五護一甲 1065101035 陳○蓁

五護一甲 1065101036 蔡○恩

五護一甲 1065101041 黃○萱

五護一甲 1065101042 吳○恬

五護一甲 1065101043 林○柔

五護一乙 1065101058 李○萱

五護一乙 1065101063 劉○萱

五護一乙 1065101067 鐘○雯

五護一乙 1065101074 陳○緹

五護一乙 1065101087 王○玄

五護一乙 1065101093 孫○筑

五護一乙 1065101094 鄭○舜

五護一丙 1065101126 郭○榆

五護一丁 1065101150 陳○芳

五護一丁 1065101158 陳○自

五護一丁 1065101169 吳○庭

五護一丁 1065101180 林○君

五護一丁 1065101185 李○宜

五護一丁 1065101188 辜○妮

五護一丁 1065101340 游○淳

五護一戊 1065101189 崔○泰

五護一戊 1065101196 游○儒

五護一戊 1065101198 陳○蓁

五護一戊 1065101199 沈○郁

五護一戊 1065101200 游○晴

五護一戊 1065101201 宋○潔

五護一戊 1065101203 許○樺

五護一戊 1065101206 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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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護一戊 1065101207 林○薋

五護一戊 1065101208 曾○諭

五護一戊 1065101214 吳○真

五護一戊 1065101222 郭○航

五護一戊 1065101227 彭○寧

五護一戊 1065101228 張○欣

五護一戊 1065101229 蕭○穎

五護一戊 1065101234 蕭○云

五護一己 1065101238 簡○庭

五護一己 1065101241 莊○涵

五護一己 1065101242 游○亦

五護一己 1065101243 楊○以

五護一己 1065101245 陳○廷

五護一己 1065101247 林○雯

五護一己 1065101252 李○羽

五護一己 1065101255 許○瑋

五護一己 1065101256 陳○文

五護一己 1065101269 潘○妤

五護一己 1065101271 許○媗

五護一己 1065101272 吳○妮

五護一己 1065101274 郭○齊

五護一己 1065101275 楊○珊

五護一己 1065101279 李○萱

五護一己 1065101281 呂○棋

五護一己 1065101282 曾　○

五護一庚 1065101294 詹○盛

五妝一甲 1065105006 康○雅

五妝一甲 1065105022 黃○宜

五護二甲 1055101002 胡○玟

五護二甲 1055101007 謝○瑾

五護二甲 1055101008 呂○靚

五護二甲 1055101010 林○妤

五護二甲 1055101011 林○彤

五護二甲 1055101012 張○綸

五護二甲 1055101015 林○婕

五護二甲 1055101016 陳○君

五護二甲 1055101022 許○淩

五護二甲 1055101033 林○嫆

五護二甲 1055101035 江○柔

五護二甲 1055101040 陳○如

五護二甲 1055101042 游○淯

五護二甲 1055101047 林○芯

五護二乙 1055101062 徐○毓

五護二乙 1055101066 陳○毓

五護二乙 1055101074 鍾○吟

五護二乙 1055101076 謝○祥



五護二乙 1055101081 游○亮

五護二乙 1055101087 黃○瑄

五護二乙 1055101093 陳○含

五護二乙 1055101094 陳○妤

五護二乙 1055101095 楊○昕

五護二乙 1055101096 鄭○穎

五護二乙 1055101098 謝○柔

五護二丙 1055101109 李○儀

五護二丙 1055101120 張○婕

五護二丙 1055101126 陳○瑄

五護二丙 1055101129 王○惠

五護二丙 1055101130 陳○穎

五護二丙 1055101148 陳○育

五護二丁 1055101162 葉○爵

五護二丁 1055101166 吳○心

五護二丁 1055101167 郭○誠

五護二丁 1055101169 楊○臻

五護二丁 1055101173 林○靜

五護二丁 1055101183 楊○蘋

五護二戊 1055101211 林○妡

五護二戊 1055101224 黃○鈴

五護二戊 1055101229 林○庭

五護二戊 1055101236 黃○瑜

五護二戊 1055101262 賴○臻

五護二己 1055101267 陳○晴

五護二己 1055101273 賴○慧

五護二己 1055101274 沈○萱

五護二己 1055101276 顏○庭

五護二己 1055101280 游○儀

五護二己 1055101283 林○璇

五護二己 1055101288 李○欣

五護二己 1055101290 林○瑩

五護二己 1055101292 廖○安

五護二己 1055101293 羅○涵

五護二己 1055101294 李○筠

五護二己 1055101295 陳○芳

五護二己 1055101297 黃○心

五護二己 1055101304 莊○婷

五護二己 1055101305 吳○妤

五護二己 1055101310 王○萱

五護二己 1055101422 林○耘

五護二庚 1055101315 蔡○哲

五護二庚 1055101318 朱○廷

五護二庚 1055101321 黃○紜

五護二庚 1055101324 張○津

五護二庚 1055101329 陳○芹



五護二庚 1055101330 廖○彥

五護二庚 1055101332 趙○靜

五護二庚 1055101338 李○君

五護二庚 1055101342 楊    ○

五護二庚 1055101344 胡○伶

五護二庚 1055101345 王○玄

五護二庚 1055101350 宋○宇

五護二庚 1055101351 徐○芸

五護二庚 1055101356 林○君

五護二庚 1055101358 金○婷

五護二庚 1055101361 曾○惠

五護二庚 1055101366 魏○芳

五護二庚 1055101428 陳○伃

五護二辛 1055101369 洪○潔

五護二辛 1055101384 黃○庭

五護二辛 1055101385 林○宜

五護二辛 1055101386 陳○銘

五護二辛 1055101387 歐○倩

五護二辛 1055101388 賴○臻

五護二辛 1055101391 簡○樺

五護二辛 1055101412 潘○琇

五資二甲 1055103019 游○梹

五妝二乙 1055105050 李○霖

五健二甲 1055106087 簡    ○

五幼二甲 1055102025 古○梅

五幼二甲 1055102031 陳○慧

五護三甲 1045101018 曾○瑩

五護三甲 1045101027 林○恆

五護三丙 1045101111 梁○芸

五護三丙 1045101114 林○瑄

五護三丙 1045101117 俞○如

五護三丙 1045101118 鄭○睿

五護三丙 1045101122 陳○筠

五護三丙 1045101124 江○婕

五護三丙 1045101147 康○芸

五護三丁 1045101163 楊○荃

五護三丁 1045101168 安○瑄

五護三丁 1045101173 林○慧

五護三丁 1045101182 陳○涵

五護三丁 1045101189 林○妤

五護三丁 1045101190 朱○庭

五護三丁 1045101191 包○璇

五護三丁 1045101197 郭○綺

五護三丁 1045101198 黃　○

五護三丁 1045101199 黃○凱

五護三丁 1045101200 林○岑



五護三丁 1045101203 陳○萍

五護三丁 1045101204 康○允

五護三丁 1045101206 魏○諺

五護三丁 1045101210 董○霈

五護三丁 1045101212 廖○賢

五護三戊 1045101219 黃○倢

五護三戊 1045101231 葉○馨

五護三戊 1045101235 俞○姍

五護三戊 1045101237 陳○瑄

五護三戊 1045101248 徐○葳

五護三戊 1045101254 陳○玟

五護三戊 1045101430 黃○妤

五護三己 1045101271 黃○菱

五護三己 1045101292 柳○恆

五護三己 1045101293 陳　○

五護三己 1045101296 姚○潔

五護三己 1045101301 林○媜

五護三庚 1045101330 游○恩

五護三庚 1045101364 郭○禎

五護三庚 1045101366 陳○均

五護三庚 1045101448 陳○妤

五護三辛 1025101383 林○萍

五護三辛 1045101376 李○萱

五護三辛 1045101391 葉　○

五護三辛 1045101394 林○亭

五護三辛 1045101396 劉○晴

五護三辛 1045101404 潘○晴

五護三辛 1045101409 林○至

五護三辛 1045101412 沈○婕

五資三甲 1045103002 黃○婷

五資三甲 1045103016 陳○廷

五資三甲 1045103021 詹○傑

五資三甲 1045103022 陳○伶

五資三甲 1045103023 林○均

五資三甲 1045103027 胡○楨

五資三甲 1045103039 鄭○豪

五資三甲 1045103042 蕭○婷

五資三甲 1045103043 高○揚

五資三甲 1045103047 吳○勳

五資三甲 1045103050 林○瀞

五資三甲 1045103055 黃○倫

五餐三甲 1045104008 藍○翔

五餐三甲 1045104009 黃○倪

五餐三甲 1045104021 李○靜

五餐三甲 1045104032 楊○皓

五餐三甲 1045104036 傅○裕



五餐三甲 1045104038 卓○婷

五餐三甲 1045104043 楊○憫

五餐三甲 1045104048 馮○晶

五餐三甲 1045104049 劉○廷

五餐三甲 1045104050 陳○婷

五餐三甲 1045104052 蔡○涓

五餐三甲 1045104053 陳○瑄

五餐三甲 1045104055 黃○倫

五餐三甲 1045104112 林○青

五餐三乙 1045104064 林○茹

五餐三乙 1045104097 陳○萱

五餐三乙 1045104106 陳○蓁

五餐三乙 1045104121 莊○堯

五餐三乙 1045104126 黃○慧

五妝三乙 1045105071 李○瑩

五健三甲 1045106017 林○桐

五健三乙 1045106075 陳○億

五幼三甲 1045102016 陳○妤

五幼三甲 1045102017 吳○諠

五幼三甲 1045102023 陳○涵

五幼三甲 1045102025 鐘○晴

五幼三甲 1045102027 王○瑄

五幼三甲 1045102036 魏○柔

五幼三甲 1045102038 林○瑜

五幼三甲 1045102045 余○欣

五幼三甲 1045102046 蘇○暄

五幼三甲 1045102047 陳○雲

五幼三甲 1045102051 吳○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