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座號 姓名 課程名稱

一年六班 08 徐○華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六班 09 陳○旭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六班 10 陳○宇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六班 12 傅○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六班 14 劉○進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六班 18 賴○鈞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01 宇○康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04 宋○銓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15 劉○恩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16 謝○奇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18 吳○儒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22 林○妤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26 陳○綺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28 陳○熙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29 陳○蓁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30 陳○禾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七班 35 劉○倢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10 張○瑋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17 鄭○誠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18 毛○甄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19 宋○綺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22 李○甯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27 郭○宜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九班 32 蔡○佳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十一班 07 洪○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十一班 18 謝○羽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十一班 25 黃○蓮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十一班 27 葉○因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一年十一班 31 謝○庭 高中生了「媒」─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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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六班 05 紀○瀧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六班 15 劉○辰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六班 19 王○宜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六班 35 陳○安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六班 36 蕭○婷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06 陳○銘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09 陳○程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25 張○綾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32 黃○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33 楊○蓁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七班 34 廖○芸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12 許○玄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26 張○瑄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30 黃○庭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33 鄭○淇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34 鄭○芯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九班 35 龔○宣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02 王○丞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05 沈○恩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12 陳○浚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15 楊○聿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16 廖○陞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22 陳○孜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23 陳○佑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30 謝○君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33 林○茵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34 張○甄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35 黃○恬 海島異想世界

一年十一班 36 黃○昱 海島異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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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六班 01 吳○宸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02 吳○廷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11 陳○言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16 蔡○丞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25 陳○晴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26 陳○佑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28 黃○宸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32 徐○淇 數字會說話

一年六班 33 張○妤 數字會說話

一年七班 03 阮○倫 數字會說話

一年七班 10 陳○倫 數字會說話

一年七班 19 吳○臻 數字會說話

一年七班 20 吳○綾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08 林○嶧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09 邱○歷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11 許○翔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15 蔡○均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25 張○瑄 數字會說話

一年九班 29 游○瑀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06 林○辰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09 康○紘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11 陳○謙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13 曾○恩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14 楊○瑋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20 吳○萱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21 紀○妤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28 蔡○穎 數字會說話

一年十一班 32 魏○婷 數字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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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六班 03 李○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04 林○諭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06 范○軒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13 詹○安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17 蕭○承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29 黃○雯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30 劉○姍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31 劉○瑋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六班 34 許○瑋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11 彭○晨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12 黃○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13 楊○凱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14 詹○智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17 羅○甫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21 周○宸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24 翁○詠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27 陳○羽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七班 36 鍾○玲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01 王○軒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02 王○勳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05 李○晉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06 李○廷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13 楊○儒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16 蔡○寶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24 林○亘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九班 28 陳○辰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十一班 01 于○丞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十一班 04 王○翔 物理專題研究(一)

一年十一班 17 蕭○勳 物理專題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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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六班 07 孫○恩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0 牟○儀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1 余○彤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2 林○蓉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3 林○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4 許○涵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六班 27 陳○宇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02 李○文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05 張○鈞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07 陳○澔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08 陳○謙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23 邱○倫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七班 31 游○淩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03 王○竣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04 呂○賢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07 杜○傑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14 葉○均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20 李○遠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21 李○伊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23 林○緹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31 劉○菱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九班 36 翁○涵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03 王○鼎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08 袁○銢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10 章○瑋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19 白○云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24 曾○詠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26 楊○霓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一年十一班 29 賴○妤 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