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考試教室 考試座位 場次

B101103147 黃紹庭 語文教室1 1 上午

B101105143 邱靖珽 語文教室1 2 上午

B101108139 陳彥龍 語文教室1 3 上午

B101108148 戴若竹 語文教室1 4 上午

B101109079 黃惠敏 語文教室1 5 上午

B101109138 劉祖亨 語文教室1 6 上午

B117105062 黃馨瑩 語文教室1 7 上午

B117106061 隋定甫 語文教室1 8 上午

B117106062 李蓉蓉 語文教室1 9 上午

B409108001 姜伯承 語文教室1 10 上午

B202108076 陳宣漪 語文教室1 11 上午

B202108090 江家宏 語文教室1 12 上午

B202109068 梁鎮堃 語文教室1 13 上午

B202109073 陳俞臻 語文教室1 14 上午

B202109089 張令昀 語文教室1 15 上午

B210105056 張晉誠 語文教室1 16 上午

B210106049 張廷宇 語文教室1 17 上午

B210108007 陳姿樺 語文教室1 18 上午

B210108020 陳姿穎 語文教室1 19 上午

B210108025 黃玉霖 語文教室1 20 上午

B228104055 洪健瑋 語文教室1 21 上午

B228105019 王唯芸 語文教室1 22 上午

B228105029 麥泳諭 語文教室1 23 上午

B228105043 吳敏瑜 語文教室1 24 上午

B228105051 賀若雯 語文教室1 25 上午

B228105052 吳育甄 語文教室1 26 上午

B228106019 Chu Yin Nan 語文教室1 27 上午

B228107030 林加南 語文教室1 28 上午

B228109011 李品羲 語文教室1 29 上午

B228109026 陳冠蓁 語文教室1 30 上午

B228109030 謝思璇 語文教室1 31 上午

B313106074 李岳興 語文教室1 32 上午

B313107151 宋明晏 語文教室1 33 上午

B313107198 王麗婷 語文教室1 34 上午

B313108109 王嘉華 語文教室1 35 上午

B313108115 黃芷筠 語文教室1 36 上午

B313108119 張文丁 語文教室1 37 上午

B313109114 朱詩恩 語文教室1 38 上午

B313109116 沈靖儀 語文教室1 39 上午

b323104005 李承翰 語文教室1 40 上午

B323109009 江振維 語文教室1 41 上午

B323109014 翁孟萱 語文教室1 42 上午

B323109024 藍偉榮 語文教室1 43 上午

B405106032 洪梓容 語文教室1 44 上午

B405108002 呂美貞 語文教室1 4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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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05108040 黃政仁 語文教室1 46 上午

B409106008 林淯楊 語文教室1 47 上午



學號 姓名 考試教室 考試座位 場次

B409108010 黃千容 語文教室2 1 上午

B409108037 李翊瑄 語文教室2 2 上午

B409108045 許立揚 語文教室2 3 上午

B409109001 魏郁潔 語文教室2 4 上午

B507105076 蘇芳郁 語文教室2 5 上午

B507109012 劉芸瑄 語文教室2 6 上午

B508103050 阮馨儀 語文教室2 7 上午

B614107056 宋延恩 語文教室2 8 上午

B614107061 高萱芳 語文教室2 9 上午

B614108079 林立心 語文教室2 10 上午

B614109046 陳姿伶 語文教室2 11 上午

B812105043 楊鎮宇 語文教室2 12 上午

B812107050 徐陌求 語文教室2 13 上午

B812109007 王梓華 語文教室2 14 上午

B908105039 陳怡妏 語文教室2 15 上午

B908105085 林虹君 語文教室2 16 上午

B908106009 吳侑軒 語文教室2 17 上午

B908106030 王詩婷 語文教室2 18 上午

B908107026 許易彤 語文教室2 19 上午

B908107038 簡珮宇 語文教室2 20 上午

B908108002 范瑋珊 語文教室2 21 上午

B908109006 白涵寬 語文教室2 22 上午

B908109048 陳薇婷 語文教室2 23 上午

BA06106053 黃鈺媜 語文教室2 24 上午

BA06109044 王若晴 語文教室2 25 上午

BA06109052 黃筱琳 語文教室2 26 上午

BA15106041 李佳育 語文教室2 27 上午

BA15106043 江家瑜 語文教室2 28 上午

BA15108028 林欣誼 語文教室2 29 上午

BA15109014 劉宗虹 語文教室2 30 上午

BA15109034 李冠緯 語文教室2 31 上午

M120108004 王唯竹 語文教室2 32 上午

M609108008 朱珮玲 語文教室2 33 上午

M716104001 黃泓康 語文教室2 34 上午

M716108002 廖維欣 語文教室2 35 上午

M740108008 劉旭華 語文教室2 36 上午

M911108008 黃皓歆 語文教室2 3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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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104078 陳品叡 語文教室1 1 下午

B101105106 曹茗凱 語文教室1 2 下午

B101109046 呂彥勳 語文教室1 3 下午

B101109057 王彥翔 語文教室1 4 下午

B101109158 楊承育 語文教室1 5 下午

B117105006 林彥銘 語文教室1 6 下午

B117105037 梁卓瀅 語文教室1 7 下午

B117107028 張淮堰 語文教室1 8 下午

B117108006 陳怡萱 語文教室1 9 下午

B117108055 林志豪 語文教室1 10 下午

B117109033 陳邡竹 語文教室1 11 下午

B202105043 洪郡謙 語文教室1 12 下午

B202105061 林瑞元 語文教室1 13 下午

B210105057 黃凡哲 語文教室1 14 下午

B210105059 謝昀芝 語文教室1 15 下午

B210106027 王乙宇 語文教室1 16 下午

B210106051 胡茵綺 語文教室1 17 下午

B210106056 江泓霆 語文教室1 18 下午

B210106058 謝依蓉 語文教室1 19 下午

B210109009 游奕星 語文教室1 20 下午

B228105031 徐佩儀 語文教室1 21 下午

B228106022 呂宜臻 語文教室1 22 下午

B228107024 林家瑩 語文教室1 23 下午

B228108030 李少坤 語文教室1 24 下午

B313109103 楊逸弘 語文教室1 25 下午

B405106067 王亦宸 語文教室1 26 下午

B405107006 施芷伶 語文教室1 27 下午

B405107038 黃筱玫 語文教室1 28 下午

B405108047 黃仁貞 語文教室1 29 下午

B409104024 黃士軒 語文教室1 30 下午

B409104064 賴郁函 語文教室1 31 下午

B409105072 魏詩庭 語文教室1 32 下午

B409106036 楊雅軒 語文教室1 33 下午

B409106047 黃楷哲 語文教室1 34 下午

B507104088 施晴軒 語文教室1 35 下午

B507105022 鄭穎詩 語文教室1 36 下午

B507106014 王俐文 語文教室1 37 下午

B614107041 黃裕逸 語文教室1 38 下午

B81210505 邱冠憲 語文教室1 39 下午

B812107052 陳文雯 語文教室1 40 下午

B908105079 張家榮 語文教室1 41 下午

B908108076 劉家萌 語文教室1 42 下午

BA06106007 謝鎂淇 語文教室1 43 下午

BA15106024 謝宜軒 語文教室1 44 下午

BA15106039 鍾佳欣 語文教室1 4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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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01108017 郭曉蓉 語文教室1 46 下午

M508109011 陳筠心 語文教室1 47 下午

M740108004 翁伊吟 語文教室1 48 下午

M825108007 劉妍蓁 語文教室1 49 下午

O401109031 吳佩珊 語文教室1 5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