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考試教室 考試座位 場次

B101108006 賴宣妏 語文教室1 1 上午

B101108007 蔡孟芝 語文教室1 2 上午

B101108008 許庭睿 語文教室1 3 上午

B101108093 王創進 語文教室1 4 上午

B101108099 陳奕安 語文教室1 5 上午

B101108102 劉昱謙 語文教室1 6 上午

B101109046 呂彥勳 語文教室1 7 上午

B101109057 王彥翔 語文教室1 8 上午

B101110101 鐘文翎 語文教室1 9 上午

B101110124 林恩裕 語文教室1 10 上午

B101110137 朱    玥 語文教室1 11 上午

B117105062 黃馨瑩 語文教室1 12 上午

B117106058 郭佳韋 語文教室1 13 上午

B117107002 高若涵 語文教室1 14 上午

B117110033 梁美湄 語文教室1 15 上午

B117110037 陳嘉嘉 語文教室1 16 上午

B202106070 林    潁 語文教室1 17 上午

B202106091 吳柏賢 語文教室1 18 上午

B202110014 魏辰安 語文教室1 19 上午

B210107029 黃星橋 語文教室1 20 上午

B210108025 黃玉霖 語文教室1 21 上午

B210108032 鍾維傑 語文教室1 22 上午

B228107003 葉子瑜 語文教室1 23 上午

B228108003 鄭允婷 語文教室1 24 上午

B228108025 周岑軒 語文教室1 25 上午

B228108029 陳沛瑄 語文教室1 26 上午

B228108030 李少坤 語文教室1 27 上午

B228109030 謝思璇 語文教室1 28 上午

B313107148 陳若綺 語文教室1 29 上午

B313108005 張晴雯 語文教室1 30 上午

B313108014 湯又蓁 語文教室1 31 上午

B313109101 徐德芳 語文教室1 32 上午

B313110037 邱翊慈 語文教室1 33 上午

B313110045 黃心愉 語文教室1 34 上午

B323110056 陳亭谷 語文教室1 35 上午

B405107045 黃郁淇 語文教室1 36 上午

B405107053 吳柏萱 語文教室1 37 上午

B405108002 呂美貞 語文教室1 38 上午

B405108044 趙映茜 語文教室1 39 上午

B405109040 蘇冠穎 語文教室1 40 上午

B405110063 莊晴文 語文教室1 41 上午

B409108015 丁欣立 語文教室1 42 上午

B409108038 周栢嘉 語文教室1 4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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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09108053 郭穎祥 語文教室2 1 上午

B409108071 顏懷恩 語文教室2 2 上午

B409108074 雷詠潔 語文教室2 3 上午

B409108076 盧明寬 語文教室2 4 上午

B409109001 魏郁潔 語文教室2 5 上午

B507105022 鄭穎詩 語文教室2 6 上午

B507108069 張文瑜 語文教室2 7 上午

B507110011 鄭庭安 語文教室2 8 上午

B507110035 胡心如 語文教室2 9 上午

B614108018 吳玟霓 語文教室2 10 上午

B614108023 陳子緹 語文教室2 11 上午

B614108080 謝蕙如 語文教室2 12 上午

B614110001 鍾侑倫 語文教室2 13 上午

B614110003 繆宇宣 語文教室2 14 上午

B614110006 陳鈺淇 語文教室2 15 上午

B614110052 陳思琪 語文教室2 16 上午

B812108004 江佳蔚 語文教室2 17 上午

B812109019 黃亭穎 語文教室2 18 上午

B812110003 林禹柔 語文教室2 19 上午

B908105079 張家榮 語文教室2 20 上午

B908107002 張婷雯 語文教室2 21 上午

B908108076 劉家萌 語文教室2 22 上午

B908110069 許舒茵 語文教室2 23 上午

BA06107048 黃昭儀 語文教室2 24 上午

BA06110057 黃諾妍 語文教室2 25 上午

BA06110059 許珈瑜 語文教室2 26 上午

BA15107001 黃姿萍 語文教室2 27 上午

BA15107037 胡小琪 語文教室2 28 上午

M118109005 羅尹柔 語文教室2 29 上午

M118109006 余佩玲 語文教室2 30 上午

M118109009 梁文姬 語文教室2 31 上午

M437109001 吳詩圓 語文教室2 32 上午

M437109004 侯書雅 語文教室2 33 上午

M437109005 陳致融 語文教室2 34 上午

M437109008 林慧亭 語文教室2 35 上午

M437110007 李青芬 語文教室2 36 上午

M452110006 盧雪華 語文教室2 37 上午

M716109001 謝宗運 語文教室2 38 上午

M716109002 蔡芳均 語文教室2 39 上午

Ｍ850109002 梁家偉 語文教室2 40 上午

MA07109019 莊皓程 語文教室2 41 上午

MA48109008 伍羿清 語文教室2 42 上午

O903110026 楊凱婷 語文教室2 4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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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108004 陳映汝 語文教室1 1 下午

B101108060 呂庚竑 語文教室1 2 下午

B117107029 周沅澧 語文教室1 3 下午

B117108060 魏亦璇 語文教室1 4 下午

B117109033 陳邡竹 語文教室1 5 下午

B202108057 簡佑庭 語文教室1 6 下午

B202108068 劉子瑋 語文教室1 7 下午

B202108073 陳    平 語文教室1 8 下午

B202110085 陳俊嘉 語文教室1 9 下午

B202110094 陳靖儒 語文教室1 10 下午

B210105056 張晉誠 語文教室1 11 下午

B210105057 黃凡哲 語文教室1 12 下午

B210106022 陳思宇 語文教室1 13 下午

B210106049 張廷宇 語文教室1 14 下午

B210106051 胡茵綺 語文教室1 15 下午

B210106056 江泓霆 語文教室1 16 下午

B210107027 簡翊全 語文教室1 17 下午

B210108034 關行芸 語文教室1 18 下午

B210109018 黃子軒 語文教室1 19 下午

B228107024 林家瑩 語文教室1 20 下午

B313109121 劉育慈 語文教室1 21 下午

B313110119 王愉恩 語文教室1 22 下午

B405107006 施芷伶 語文教室1 23 下午

B405107026 謝博任 語文教室1 24 下午

B405107036 林孟衍 語文教室1 25 下午

B405110026 徐嘉妘 語文教室1 26 下午

B409109002 謝馨瑩 語文教室1 27 下午

B507106014 王俐文 語文教室1 28 下午

B507108052 黃葦恩 語文教室1 29 下午

B507108053 邱聖哲 語文教室1 30 下午

B507108054 駱黃惠 語文教室1 31 下午

B507108066 宋宜玲 語文教室1 32 下午

B507110020 張菀芳 語文教室1 33 下午

B507110036 莊慧蘭 語文教室1 34 下午

B614110054 陳敏錡 語文教室1 35 下午

B614110055 陳善蓉 語文教室1 36 下午

B614110056 吳鎧泓 語文教室1 37 下午

B614110057 何嘉雯 語文教室1 38 下午

B812107058 曾鈺雯 語文教室1 39 下午

B812110002 林奕萱 語文教室1 40 下午

B908105025 張庭禎 語文教室1 41 下午

B908109039 謝以柔 語文教室1 42 下午

BA15107021 林俐忻 語文教室1 43 下午

BA15108001 林韶棋 語文教室1 44 下午

D119105003 詹茗凱 語文教室1 4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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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8109004 呂仁芳 語文教室1 46 下午

M118109008 郭欣宜 語文教室1 47 下午

M120109028 黃靖傑 語文教室1 48 下午

M301110012 吳玟欣 語文教室1 49 下午

M437109002 曾玉卿 語文教室1 50 下午

M437109003 劉晏荻 語文教室1 51 下午

M437109007 徐慧貞 語文教室1 52 下午

M452109004 賴淑貞 語文教室1 53 下午

M850109004 王伯峰 語文教室1 54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