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卓越班別 班級 座號 姓名

1 英文檢定 國二4 41 黃〇鈜

2 英文檢定 國二5 21 郭〇含

3 英文檢定 國二5 24 陳〇捷

4 英文檢定 國二6 37 詹〇吉

5 英文檢定 國二7 45 劉〇杉

6 英文檢定 國二8 3 王〇學

7 英文檢定 國二8 6 簡〇勳

8 英文檢定 國二13 12 李〇均

9 英文檢定 國二13 19 邱〇荏

10 英文檢定 國二13 26 許〇安

11 英文檢定 國二17 35 黃〇美

12 英文檢定 國一1 10 施〇揚

13 英文檢定 國一1 46 賴〇蕾

14 英文檢定 國一2 5 何〇謙

15 英文檢定 國一2 16 林〇崨

16 英文檢定 國一2 27 陳〇均

17 英文檢定 國一2 29 黃〇崴

18 英文檢定 國一2 48 賴〇羽

19 英文檢定 國一3 20 陳〇昕

20 英文檢定 國一4 32 賴〇宏

21 英文檢定 國一4 37 何〇芝

22 英文檢定 國一5 21 陳〇軒

23 英文檢定 國一7 1 方〇爲

24 英文檢定 國一7 5 何〇

25 英文檢定 國一8 9 林〇叡

26 英文檢定 國一8 12 邱〇曄

27 英文檢定 國一10 9 吳〇昌

28 英文檢定 國一11 17 莊〇淂

29 英文檢定 國一11 29 詹〇錦

30 英文檢定 國一11 34 魏〇龍

31 英文檢定 國一11 43 施〇秀

32 英文檢定 國一12 38 柯〇芸

33 英文檢定 國一12 44 黃〇榛

34 英文檢定 國一13 21 楊〇勳

35 英文檢定 國一13 41 楊〇涵

36 英文檢定 國一13 48 謝〇霖

37 英文檢定 國一14 33 薛〇安

38 英文檢定 國一15 37 吳〇潔

39 英文檢定 國一15 45 廖〇涵

40 英文檢定 國一16 7 李〇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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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卓越班別 班級 座號 姓名

1 國一數學 國一1 2 余〇錡

2 國一數學 國一1 9 林〇鈞

3 國一數學 國一2 33 蔡〇洋

4 國一數學 國一3 2 王〇碩

5 國一數學 國一3 13 林〇淵

6 國一數學 國一3 18 張〇齊

7 國一數學 國一4 41 林〇甯

8 國一數學 國一4 47 謝〇臻

9 國一數學 國一6 26 游〇勳

10 國一數學 國一7 14 張〇揚

11 國一數學 國一7 28 葉〇玄

12 國一數學 國一7 29 廖〇綸

13 國一數學 國一8 8 周〇宏

14 國一數學 國一8 34 謝〇銘

15 國一數學 國一8 37 阮〇涵

16 國一數學 國一8 39 林〇潔

17 國一數學 國一9 6 李〇恒

18 國一數學 國一9 13 洪〇維

19 國一數學 國一10 7 江〇桀

20 國一數學 國一11 5 周〇鋒

21 國一數學 國一11 47 楊〇涵

22 國一數學 國一12 4 宋〇堂

23 國一數學 國一12 14 張〇鋐

24 國一數學 國一13 3 白〇宇

25 國一數學 國一13 9 夏〇謙

26 國一數學 國一13 11 張〇旻

27 國一數學 國一13 15 張〇淅

28 國一數學 國一13 24 趙〇豐

29 國一數學 國一14 1 王〇恩

30 國一數學 國一14 29 潘〇元

31 國一數學 國一14 35 蘇〇玹

32 國一數學 國一14 39 李〇馨

33 國一數學 國一15 18 梁〇義

34 國一數學 國一15 20 莊〇文

35 國一數學 國一15 27 彭〇瑞

36 國一數學 國一16 3 王〇諺

37 國一數學 國一16 8 李〇哲

38 國一數學 國一16 29 劉〇融

39 國一數學 國一17 14 許〇睿

40 國一數學 國一17 29 鄧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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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卓越班別 班級 座號 姓名

1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 1 王〇宇

2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 8 陳〇詠

3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 11 孫〇灝

4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3 4 吳〇恩

5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3 15 張〇量

6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6 吳〇綸

7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7 李〇穎

8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8 李〇聲

9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12 林〇睿

10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17 張〇琛

11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4 19 曹〇閎

12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6 9 林〇睿

13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6 20 莊〇

14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7 35 蘇〇兆

15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8 13 施〇廷

16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8 15 洪〇勛

17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8 17 張〇穎

18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8 23 曾〇嘉

19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8 40 林〇萱

20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0 8 吳〇翰

21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0 46 蕭〇淼

22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6 周〇佑

23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11 洪〇瑞

24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19 許〇瑋

25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27 黃〇豪

26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30 趙〇晶

27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1 31 蔡〇圖

28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2 28 蔡〇銘

29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3 38 陳〇蓁

30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4 7 宋〇恩

31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4 23 黃〇碩

32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5 7 林〇毅

33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5 12 徐〇豪

34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5 21 許〇弘

35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6 11 林〇立

36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6 34 魏〇堯

37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6 47 游〇媗

38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7 3 吳〇嘉

39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7 9 林〇廷

40 國一程式語言 國一17 30 鄧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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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卓越班別 班級 座號 姓名

1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 7 吳〇愷

2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 10 呂〇翰

3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 40 潘〇廷

4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 41 蔡〇羽

5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2 25 陳〇和

6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2 33 黃〇涵

7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2 43 賴〇冠

8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3 11 林〇婷

9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5 10 李〇恩

10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5 47 謝〇龍

11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5 49 蘇〇頡

12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6 4 王〇湘

13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6 24 陳〇維

14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6 31 買〇緯

15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7 8 呂〇謙

16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8 40 廖〇恩

17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9 6 吳〇蔚

18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9 37 廖〇緯

19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0 10 房〇佑

20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0 26 陳〇幃

21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0 30 黃〇薫

22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1 6 吳〇鋐

23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1 12 林〇宸

24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2 20 饒〇鈞

25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3 18 邱〇洋

26 國二程式語言 國二15 13 林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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