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22 更正版

班級 座號 姓名 選修課程
高一忠 01 尤○衣 英文繪本
高一忠 02 方○平 英文繪本
高一忠 03 白○彤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04 白○欣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05 成○怡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06 何○容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07 余○萱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08 吳○蒨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09 吳○婕 英文繪本
高一忠 10 李○盈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11 李○姍 英文繪本
高一忠 12 林○韖 日語
高一忠 13 林○妤 日語
高一忠 14 林○翊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15 林○涵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16 邱○嬡 英文繪本
高一忠 17 金○華 日語
高一忠 18 徐○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19 徐○安 英文繪本
高一忠 20 張○庭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21 莊○ 英文繪本
高一忠 22 郭○萱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23 陳○璇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24 陳○婕 日語
高一忠 25 陳○欣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26 陳○伊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27 彭○熙 英文繪本
高一忠 28 彭○瑜 英文繪本
高一忠 29 曾○婷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30 游○茵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31 黃○華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32 黃○寧 英文繪本
高一忠 33 黃○霈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34 楊○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35 楊○霖 日語
高一忠 36 趙○ 文學與影像
高一忠 37 趙○淳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38 劉○伶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39 蔡○妤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忠 40 蔡○襦 日語
高一忠 41 鄭○馨 日語
高一忠 42 閻○淇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43 謝○庭 英文繪本
高一忠 44 鍾○芸 科學動動手
高一忠 45 羅○語 英文繪本
高一忠 46 蘇○芝 科學動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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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選修課程
高一孝 01 王○嵐 英文繪本
高一孝 02 吳○涵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03 吳○芸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孝 04 吳○栯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05 宋○葳 英文繪本
高一孝 06 李○珊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孝 07 李○諭 英文繪本
高一孝 08 李○艾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09 李○妮 英文繪本
高一孝 10 李○安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孝 11 杜○蓉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12 林○央 日語
高一孝 13 林○妍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14 孫○涵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孝 15 張○慈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16 張○翎 日語
高一孝 17 張○褆 英文繪本
高一孝 18 張○瑗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19 張○伊 英文繪本
高一孝 20 許○庭 日語
高一孝 21 陳○玲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22 陳○妤 日語
高一孝 23 陳○佐 英文繪本
高一孝 24 陳○羽 日語
高一孝 25 彭○萱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26 曾○菊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27 黃○辰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28 黃○晨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29 黃○綺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30 黃○安 日語
高一孝 31 黃○帆 英文繪本
高一孝 32 楊○蓁 日語
高一孝 33 楊○潔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34 楊○盈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35 廖○祈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36 褚○妤 文學與影像
高一孝 37 趙○穎 英文繪本
高一孝 38 劉○伶 日語
高一孝 39 蔡○昀 日語
高一孝 40 蔡○珊 英文繪本
高一孝 41 蔡○晴 日語
高一孝 42 鄭○晏 英文繪本
高一孝 43 盧○蓁 科學動動手
高一孝 44 賴○鴻 英文繪本
高一孝 46 蘇○琪 手機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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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選修課程
高一仁 01 王○伊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02 江○鈺 日語
高一仁 03 何○寧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04 吳○晨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05 呂○涵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06 李○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07 李○蓁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08 李○君 日語
高一仁 09 李○兒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10 林○綺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11 林○玲 日語
高一仁 12 林○儀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13 林○婷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14 林○歆 日語
高一仁 15 林○耘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16 邵○珊 日語
高一仁 17 邱○誼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18 洪○妤 日語
高一仁 19 徐○耘 英文繪本
高一仁 20 張○青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21 張○涵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22 連○晴 日語
高一仁 23 陳○妮 英文繪本
高一仁 24 陳○璇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25 陳○軒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26 陳○恩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27 陳○宸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28 陳○羽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29 湯○樂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30 馮○妮 日語
高一仁 31 黃○蓁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32 黃○惟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33 黃○妍 日語
高一仁 34 黃○雯 日語
高一仁 35 楊○晴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36 廖○芯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37 趙○瑋 英文繪本
高一仁 38 劉○安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39 劉○萱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40 蔡○函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41 蔡○暻 手機程式設計
高一仁 42 蕭○ 英文繪本
高一仁 43 霍○丞 文學與影像
高一仁 44 鍾○臻 科學動動手
高一仁 45 蘇○丹 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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