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姓名 學號 座號 學分 科目碼 科目中文名 必選修 名稱成績 科別簡稱
四年一班 江羿嫺 810001 01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江羿嫺 810001 0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7)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吳秋品 810005 05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4)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吳秋品 810005 05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洪子貽 810007 07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洪子貽 810007 07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4)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張宜蓁 810011 11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3)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張宜蓁 810011 11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4)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張宜蓁 810011 1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9) 普通科
四年一班 張彥苡 810012 12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5)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亭妤 810014 1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7)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亭妤 810014 14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0)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亭妤 810014 14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7)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亭妤 810014 14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亭妤 810014 14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6) 普通科
四年一班 葉又寧 810020 20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一班 葉又寧 810020 20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6) 普通科
四年一班 蔡騏羽 810021 2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3) 普通科
四年一班 王永勝 810024 2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4)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李宇璿 810026 2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李宇璿 810026 26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2)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李宇璿 810026 26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4)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李宇璿 810026 26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一班 花聖閔 810027 27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6) 普通科
四年一班 花聖閔 810027 27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8) 普通科
四年一班 陳柏穎 810034 3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5) 普通科
四年一班 楊宥鎮 810035 35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7) 普通科
四年一班 盧鉦諭 810037 37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5)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李宜芳 810039 02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李唯瑄 810040 03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李唯瑄 810040 03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李唯瑄 810040 03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筱涵 810041 0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筱涵 810041 04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筱涵 810041 04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筱涵 810041 04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筱涵 810041 04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52)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洪慧臻 810043 06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恬茹 810045 08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恬茹 810045 08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恬茹 810045 08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恬茹 810045 08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52)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曹璦薇 810046 09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2)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曹璦薇 810046 09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曹璦薇 810046 09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莊蕎 810047 10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妍諼 810050 13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妍諼 810050 13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妍諼 810050 13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芊蓉 810051 1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芊蓉 810051 14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2)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黃于瑄 810053 16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黃于瑄 810053 16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黃思雅 810054 17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劉芷柔 810056 19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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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班 劉芷柔 810056 19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劉芷柔 810056 19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顏寧 810058 21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9)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明宏 810059 22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0)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4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二班 林敬組 810061 24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5)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邵浚宏 810062 25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弘明 810063 2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弘明 810063 26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2)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弘明 810063 26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張弘明 810063 26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連祐瑋 810065 28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連祐瑋 810065 28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9)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連祐瑋 810065 28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5)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連祐瑋 810065 28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連祐瑋 810065 28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9)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郭哲宇 810066 29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郭哲宇 810066 29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5)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郭哲宇 810066 29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郭哲宇 810066 29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郭哲宇 810066 29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子承 810067 30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6)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子承 810067 30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7)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子承 810067 30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49)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子承 810067 30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子承 810067 30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柏安 810068 31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煜凱 810069 32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煜凱 810069 32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3)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煜凱 810069 32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8) 普通科
四年二班 陳煜凱 810069 32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4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季函 810075 01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季函 810075 0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季函 810075 01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晏禎 810076 02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晏禎 810076 02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晏禎 810076 02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晏禎 810076 02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9)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婉綾 810077 03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婉綾 810077 03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婉綾 810077 03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玟妤 810079 05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玟妤 810079 05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玟妤 810079 05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玟妤 810079 05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邱蓓韓 810080 06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邱蓓韓 810080 06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邱蓓韓 810080 06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唐筱筑 810081 07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欣渝 810082 08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欣渝 810082 08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欣渝 810082 08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欣渝 810082 08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芷綾 810083 09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莊佳瑜 810084 10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莊佳瑜 810084 10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9)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莊佳瑜 810084 10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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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三班 許佳玲 810085 11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佳玲 810085 1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9)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佳玲 810085 11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芷榕 810086 12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芷榕 810086 12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芷榕 810086 12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惠閔 810087 13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惠閔 810087 13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惠閔 810087 13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陳慧芳 810088 1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陳慧芳 810088 14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陳慧芳 810088 14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游芳綺 810089 15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惟婷 810090 16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惟婷 810090 16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惟婷 810090 16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4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惟婷 810090 16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惟婷 810090 16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葉瑜珊 810091 17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9)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廖真妤 810092 18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廖真妤 810092 18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廖真妤 810092 18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廖真妤 810092 18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潘昕妤 810093 19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潘昕妤 810093 19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潘昕妤 810093 19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潘昕妤 810093 19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潘昕妤 810093 19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謝鳳宜 810094 20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權霖 810095 21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9)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權霖 810095 21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權霖 810095 2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江權霖 810095 21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巫建璋 810097 23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巫建璋 810097 23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巫建璋 810097 23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巫建璋 810097 23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李祐丞 810098 24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茂圳 810099 25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1)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泰宇 810100 2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煜峻 810101 27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林煜峻 810101 27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施冠廷 810102 28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施冠廷 810102 28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56)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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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三班 張宸銘 810103 29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張宸銘 810103 29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棋皓 810104 30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棋皓 810104 30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許棋皓 810104 30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黃金海 810105 31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黃金海 810105 31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黃金海 810105 31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黃金海 810105 31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4)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6)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4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宇傑 810107 33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翔偉 810108 34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翔偉 810108 34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48)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翔偉 810108 34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7)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翔偉 810108 34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楊翔偉 810108 34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4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3)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2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2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2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0) 普通科
四年三班 劉鎧嘉 810109 35 2 C00101 地球科學 必 地球科學(必42)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蕭崇哲 810110 3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蕭崇哲 810110 36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5) 普通科
四年三班 蕭崇哲 810110 36 2 C00071 物理 必 物理(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吳芷芸 710001 01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洪于珺 710002 0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洪于珺 710002 0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洪于珺 710002 0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洪于珺 710002 03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佑語 710003 0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佑語 710003 04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佑語 710003 04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佑語 710003 04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育蓁 710004 05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育蓁 710004 05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育蓁 710004 0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育蓁 710004 05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俞蓁 710081 07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俞蓁 710081 07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良 710082 08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韋彤 710007 09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韋彤 710007 0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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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班 陳韋彤 710007 0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韋彤 710007 09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韋彤 710007 09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慧倫 710051 10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慧倫 710051 1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慧倫 710051 10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慧倫 710051 10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慧倫 710051 10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緗穎 710010 11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緗穎 710010 1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緗穎 710010 1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緗穎 710010 11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緗穎 710010 11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馨葦 710013 13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翌柔 710056 14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翌柔 710056 14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翌柔 710056 1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翌柔 710056 14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賴玟蒨 710020 1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賴玟蒨 710020 18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賴玟蒨 710020 1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賴玟蒨 710020 18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賴玟蒨 710020 18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簡笠 710022 2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簡笠 710022 20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簡笠 710022 20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簡笠 710022 20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簡笠 710022 20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江科蔚 710024 22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江科蔚 710024 22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江科蔚 710024 22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施義閔 710027 25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施義閔 710027 2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施義閔 710027 25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洪煥棠 710061 26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至豪 710029 27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芫瑋 710030 28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4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7)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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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普通科
五年一班 張冠威 710031 29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3)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勛 710065 30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勛 710065 3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威勛 710065 30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陳稚偉 710032 32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黃博騫 710033 33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1)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家榮 710035 34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4)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宸瑋 710068 35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宸瑋 710068 3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宸瑋 710068 3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一班 楊宸瑋 710068 35 1 1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8)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蔡家科 710107 36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一班 蔡家科 710107 36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王鈺菱 710039 01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王鈺菱 710039 0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瑛 710040 02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瑛 710040 02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林芳儀 710042 0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林芳儀 710042 0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林禹溱 710043 0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施佳敏 710076 05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施佳敏 710076 05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施佳敏 710076 0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施佳敏 710076 0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施芷嫻 710045 06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徐貽琳 710046 07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徐貽琳 710046 07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徐貽琳 710046 07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徐貽琳 710046 07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凱菱 710077 08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凱菱 710077 08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凱菱 710077 08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凱菱 710077 0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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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二班 郭豈伶 710049 09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郭豈伶 710049 0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郭豈伶 710049 0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郭豈伶 710049 09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心妤 710079 10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婉瑄 710053 13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婉瑄 710053 13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婉瑄 710053 1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婉瑄 710053 1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婉瑄 710053 1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曾葦婷 710054 14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鈞代 710085 16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楊宛棋 710086 17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鄭云瑜 710019 18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鄭云瑜 710019 1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鄭云瑜 710019 18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鄭云瑜 710019 1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忻妤 710091 19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忻妤 710091 1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忻妤 710091 1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忻妤 710091 19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吳柏村 710093 20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宗翰 710058 2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李承恩 710094 22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花啟閎 710059 23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花啟閎 710059 2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花啟閎 710059 2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花啟閎 710059 2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洪宗裕 710096 24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洪宗裕 710096 24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洪宗裕 710096 24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洪宗裕 710096 2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秉穠 710098 25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秉穠 710098 25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秉穠 710098 2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秉穠 710098 25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秉穠 710098 2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瀚升 710099 26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瀚升 710099 26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瀚升 710099 26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瀚升 710099 26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胡瀚升 710099 26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璨達 710100 27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璨達 710100 27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6)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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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二班 張璨達 710100 27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張璨達 710100 27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莊信仲 710101 28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莊信仲 710101 2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莊信仲 710101 2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奕境 710102 29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煒元 710067 3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陳煒元 710067 30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黃昱瑋 710103 3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楊勝宏 710036 32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謝松穎 710071 34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3)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二班 鐘培宸 710072 35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吳冠瑩 710073 0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吳冠瑩 710073 0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杜珮瑜 710041 02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巧萱 710044 0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巧萱 710044 03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巧萱 710044 0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巧萱 710044 0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巧萱 710044 0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翊慈 710075 04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翊慈 710075 0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翊慈 710075 04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邱翊慈 710075 0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育樺 710047 0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恩綺 710048 06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恩綺 710048 06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恩綺 710048 06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恩綺 710048 06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恩綺 710048 06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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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三班 許鈞芛 710078 07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許鈞芛 710078 07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許鈞芛 710078 07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許鈞芛 710078 07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寀絨 710008 09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陳敬璇 710009 10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傅湘婷 710052 1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傅湘婷 710052 1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薇蓁 710012 13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薇蓁 710012 13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薇蓁 710012 1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薇蓁 710012 13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薇蓁 710012 13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玫 710055 14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玫 710055 1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玫 710055 14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玫 710055 1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欣穎 710087 15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綾軒 710089 19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綾軒 710089 19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綾軒 710089 19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綾軒 710089 19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賴詩云 710090 20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賴詩云 710090 20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方卜賢 710092 21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駿逸 710095 22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洪國敏 710060 23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洪國敏 710060 23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大渝 710097 2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大渝 710097 2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曲昂 710062 25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曲昂 710062 25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曲昂 710062 25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曲昂 710062 25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胡曲昂 710062 25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范竑鈞 710028 26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范竑鈞 710028 26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范竑鈞 710028 26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5)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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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三班 范竑鈞 710028 26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絜翔 710063 27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絜翔 710063 27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張絜翔 710063 27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莊竣安 710064 28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莊竣安 710064 28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莊竣安 710064 28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莊竣安 710064 28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莊竣安 710064 28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5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聖銘 710034 29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聖銘 710034 29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聖銘 710034 29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翊弘 710069 30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8)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楊竣翔 710104 31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葉記清 710070 33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0)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葉記清 710070 33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5)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葉記清 710070 33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葉記清 710070 33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葉記清 710070 33 1 105024 基礎化學Ⅳ 必 基礎化學Ⅳ(必5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6)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5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1 105014 基礎物理Ⅳ 必 基礎物理Ⅳ(必49)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1 105034 基礎生物Ⅳ 必 基礎生物Ⅳ(必51) 普通科
五年三班 蔡承憲 710106 34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3)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郁荏 710152 35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2)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郁荏 710152 35 1 101034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Ⅳ 選 中華文化Ⅳ(選44)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郁荏 710152 35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7) 普通科
五年三班 黃郁荏 710152 35 1 105044 基礎地球科學Ⅳ 必 基礎地科Ⅳ(必45) 普通科
四年五班 王彥儒 810126 01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音樂班
四年五班 王彥儒 810126 01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54)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林逸婷 810127 02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6)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林逸婷 810127 02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3)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林逸婷 810127 02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46)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林逸婷 810127 02 1 C00092 生物 必 生物(必42)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許之菱 810128 03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7)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蔡品歆 810131 05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6)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蔡品歆 810131 05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8)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4)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6)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8)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8) 音樂班
四年五班 顏廷萱 810133 06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48)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4) 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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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0)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0)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4)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8) 音樂班
四年五班 楊聿禾 810130 08 1 C00082 化學 必 化學(必42)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5)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1)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4 C00032 數學 必 數學(必41)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5)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音樂班
四年五班 賴嘉賢 810132 09 1 C00082 化學 必 化學(必55)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方淑貞 710142 01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3)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方淑貞 710142 01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方淑貞 710142 01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方淑貞 710142 01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8)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郭芳均 710145 04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2)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郭芳均 710145 04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9)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采璇 710147 06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采璇 710147 06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53)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4)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4 1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40)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40)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2 1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8) 音樂班
五年六班 楊品瑜 710148 07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45)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陳奕碩 710149 08 4 1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陳奕碩 710149 08 4 1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8)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陳奕碩 710149 08 2 1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6)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陳奕碩 710149 08 2 104034 公民與社會Ⅳ 必 公民與社會Ⅳ(必42) 音樂班
五年六班 陳奕碩 710149 08 1 400092 和聲Ⅱ 必 和聲Ⅱ(必55) 音樂班
四年四班 蕭瑋辰 810111 01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5)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蕭瑋辰 810111 01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6)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蕭瑋辰 810111 01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5)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蕭瑋辰 810111 01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8)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蕭瑋辰 810111 01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6)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3)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6)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7)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1) 體育班
四年四班 林浥任 810112 02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5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金建名 810113 03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5)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金建名 810113 03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45)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冠旭 810118 08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3)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冠旭 810118 08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6)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冠旭 810118 08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56)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建霖 810119 09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8)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建霖 810119 09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51)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建霖 810119 09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陳建霖 810119 09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4 C00012 國語文 必 國語文(必59)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4 C00022 英語文 必 英語文(必44)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1 C00052 地理 必 地理(必5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1 C00062 公民與社會 必 公民與社會(必5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2 C00081 化學 必 化學(必57) 體育班
四年四班 劉孝揚 810135 16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40)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蔡旭捷 810136 17 1 C00042 歷史 必 歷史(必51) 體育班
四年四班 蔡旭捷 810136 17 2 C00091 生物 必 生物(必56) 體育班
五年四班 王品蓉 710108 01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2) 體育班
五年四班 王品蓉 710108 01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48)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李宛綺 710109 02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1)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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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四班 李宛綺 710109 02 1 505124 選修基礎生物Ⅳ 選 選修基礎生物(選50) 體育班
五年四班 陳瑋慈 710110 03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5)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施政豪 710113 05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8)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施政豪 710113 05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6)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洪瑞呈 710114 06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6)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洪瑞呈 710114 06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3)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梁庭維 710115 07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1)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梁庭維 710115 07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1) 體育班
五年四班 莊柏寬 710117 08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7) 體育班
五年四班 莊柏寬 710117 08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4) 體育班
五年四班 莊柏寬 710117 08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0) 體育班
五年四班 陳孟揚 710118 09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4) 體育班
五年四班 陳尚斌 710119 10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楊迦程 710122 12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1) 體育班
五年四班 楊迦程 710122 12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6) 體育班
五年五班 吳迦進 710126 01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吳迦進 710126 01 1 5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5) 體育班
五年五班 吳迦進 710126 01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2) 體育班
五年五班 吳迦進 710126 01 1 505124 選修基礎生物Ⅳ 選 選修基礎生物(選55) 體育班
五年五班 洪升昌 710128 02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志樺 710130 03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4)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志樺 710130 03 1 5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55)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志樺 710130 03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2)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志樺 710130 03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冠志 710132 04 4 5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冠志 710132 04 1 5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43)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冠志 710132 04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0)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冠志 710132 04 1 505124 選修基礎生物Ⅳ 選 選修基礎生物(選53)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睿霖 710133 05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9)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陳睿霖 710133 05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游長縉 710134 06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56)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正毅 710135 07 1 504024 地理Ⅳ 必 地理Ⅳ(必52)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正毅 710135 07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正毅 710135 07 1 505124 選修基礎生物Ⅳ 選 選修基礎生物(選5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4 5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55)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4 503014 數學Ⅳ 必 數學Ⅳ(必5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1 504014 歷史Ⅳ 必 歷史Ⅳ(必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鴻軒 710138 09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麒諺 710139 10 4 502014 英文Ⅳ 必 英文Ⅳ(必47)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麒諺 710139 10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麒諺 710139 10 1 505124 選修基礎生物Ⅳ 選 選修基礎生物(選58) 體育班
五年五班 謝宗翰 710141 11 4 501014 國文Ⅳ 必 國文Ⅳ(必43) 體育班
五年五班 謝宗翰 710141 11 1 505064 選修基礎化學Ⅳ 選 選修基礎化學(選53) 體育班
五年五班 黃昱齊 710151 13 1 505094 選修基礎物理Ⅳ 選 選修基礎物理(選55) 體育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