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二智 150001 任含景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02 曲欣妍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03 江婉琳 國三仁

國二智 150004 李文心 國三平

國二智 150005 李其蓉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06 李秉倫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07 李宥羲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08 李唯唯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09 辛恬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10 林子馨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1 林妤蓁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2 林妤璇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3 林雨臻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4 林品蓉 國三平

國二智 150015 林昱淇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6 林禧如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18 范容馨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19 高孟潔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20 高靜妤 國三智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智 150021 張庭瑄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2 張雅琴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3 張雅雲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4 莊琍婷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5 郭天艾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6 郭佳玟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8 陳品妤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29 陳彥余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30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1 陳家渝 國三平

國二智 150032 陳恩慈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3 陳韻潔 國三仁

國二智 150034 曾立欣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5 曾威婷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6 馮嘉宜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7 黃蕊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8 楊宜霖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39 楊晴安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40 楊雅涵 國三智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智 150041 廖育萱 國三誠

國二智 150042 劉佳臻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43 劉倩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44 蔡惠晶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45 鄭亞瑄 國三智

國二智 150046 鍾涵緹 國三誠

國二仁 150047 王忻妤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48 王琪惟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49 呂鈺琪 國三信

國二仁 150050 李育晴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51 李宥萱 國三和

國二仁 150052 李蕙彤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53 沈翠麗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54 周余鎂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55 周宜芃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56 林艾晨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57 林沛儀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58 林家妤 國三平

國二仁 150060 林曉彤 國三仁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仁 150061 洪御* 國三和

國二仁 150062 胡佳君 國三誠

國二仁 150064 徐婕菱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65 高彩庭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66 張佳琪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67 田德靜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68 許欣妤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69 陳彤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70 陳佩妮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71 陳郁文 國三和

國二仁 150072 曾品瑋 國三義

國二仁 150073 曾琰紫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74 黃芷庭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75 黃琳雅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76 黃筱晴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77 黃*誼 國三平

國二仁 150078 黃*涵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79 楊舒晴 國三義

國二仁 150080 葉千瑜 國三誠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仁 150081 董御麒 國三義

國二仁 150082 詹雪瞳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83 榮采婕 國三信

國二仁 150085 劉芮君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86 劉郁伶 國三平

國二仁 150087 蔡承家 國三和

國二仁 150088 鄭莞馨 國三誠

國二仁 150089 蕭湘潔 國三勇

國二仁 150090 賴冠妤 國三仁

國二仁 150091 錢毅 國三智

國二仁 150092 羅品儀 國三平

國二勇 150095 王瑞茜 國三仁

國二勇 150096 王鼎華 國三仁

國二勇 150097 吳佳珊 國三勇

國二勇 150098 李亞芹 國三平

國二勇 150099 李其芸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0 李明珊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1 阮博苓 國三平

國二勇 150102 林芷琪 國三仁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勇 150103 林姿均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4 林祐萱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05 林粲英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6 林馨妤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7 侯沛妤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08 *又儀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09 孫嘉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10 徐穎怡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12 張加妤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13 張亦涵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14 梁又臻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15 梁*寧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16 許*云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17 陳怡霈 國三平

國二勇 150118 陳品心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19 唐珮旆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20 陳霓臻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21 陳瀅如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22 彭葳 國三仁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勇 150123 黃心蕾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25 黃婕淩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26 楊于萱 國三仁

國二勇 150127 趙榛 國三仁

國二勇 150128 劉宇瑄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29 劉姵雯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0 蔡嘉緯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31 蔡蕎宇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2 蔡懷萱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33 鄭瑋昕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4 鍾侑曈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5 羅敏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6 羅翊瑄 國三勇

國二勇 150137 嚴沛晶 國三誠

國二勇 150138 蘇霈萱 國三勇

國二信 150139 王瑋慈 國三義

國二信 150140 吳可心 國三智

國二信 150141 吳季羚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42 吳念恩 國三仁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信 150143 吳蕓芸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44 呂若嫣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45 李沛綺 國三信

國二信 150146 李佩臻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47 李宜臻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48 李昕穎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49 阮見齊 國三和

國二信 150150 周亮妤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51 周庭*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52 林芝宇 國三勇

國二信 150153 林芷*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54 林禹彤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55 林詠云 國三智

國二信 150156 邱曼瑄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57 姜宜杉 國三和

國二信 150158 修嘉欣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59 高于釉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0 張淨怡 國三勇

國二信 150161 許家悅 國三仁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信 150162 許珮琪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3 許舒涵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4 陳采妮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5 陳冠妤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6 陳思璇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67 陳家玉 國三義

國二信 150168 陳振筠 國三和

國二信 150169 黃千秦 國三信

國二信 150170 黃子芮 國三義

國二信 150171 黃宣芸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72 黃語嫣 國三信

國二信 150173 黃璟瑀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74 楊欣穎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75 楊涵羽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76 葉品君 國三信

國二信 150177 葉霈詠 國三勇

國二信 150178 劉子瑄 國三勇

國二信 150179 劉姝涵 國三平

國二信 150180 鄭雅云 國三平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信 150181 鄧有涵 國三和

國二信 150182 戴薇真 國三仁

國二信 150183 羅翊榛 國三和

國二信 150184 龔翊祺 國三仁

國二義 150185 鄭資蓉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86 曹祥雲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87 魏琳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88 徐子涵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89 查佳昀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0 楊靜玫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1 何映萱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2 蔡涵玫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3 黃紫晴 國三平

國二義 150194 段杭芯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5 游紫翎 國三誠

國二義 150196 鄒蘋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7 王郁馨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8 李結衣 國三義

國二義 150199 李霽 國三義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義 150200 林子淯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01 林芛辰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03 桑允禕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05 陳亦萲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06 陳思穎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07 陳詠元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08 黃睦淇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09 楊安琪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0 葛艾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1 詹佳蕙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2 鄒昀淇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13 廖怡萱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4 趙力萱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5 潘品羚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6 衛律彤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17 魏鈺姍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18 江宜蓁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19 林彥禛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0 張庭瑄 國三義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義 150221 陳慶宜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2 顏珮*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3 陳韋如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4 孫暐涵 國三平

國二義 150225 彭彥涵 國三誠

國二義 150226 王令蓁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7 呂京芸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8 蘇俐心 國三義

國二義 150229 葉繼學 國三義

國二和 150230 李晴沛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31 徐倜萱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33 蕭郁安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34 鍾明蓁 國三平

國二和 150235 羅婉慈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36 朱婕瑜 國三誠

國二和 150237 謝鎔璟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39 葉維婷 國三誠

國二和 150240 姚以安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42 鄭安* 國三和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和 150243 黃主云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45 朱書雨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46 何承婕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47 吳敬芊 國三平

國二和 150249 呂善羚 國三平

國二和 150250 李昀霏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51 李欣澄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52 沈子心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53 周德佳 國三仁

國二和 150254 林采霓 國三仁

國二和 150255 周映辰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56 范洛涵 國三仁

國二和 150257 高宜暄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58 張邵瑜 國三平

國二和 150259 張雁婷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0 張馨之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1 許元薰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2 許雅晴 國三仁

國二和 150263 陳婉瑜 國三誠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和 150264 陳湘涵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5 陳葳如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6 楊婷*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7 劉宥萱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8 鄭其昀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69 賴昭蓉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70 鮑湘鈺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71 戴心恬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73 蘇丰均 國三和

國二和 150274 王俞喬 國三平

國二平 150275 仇姵心 國三誠

國二平 150276 方元佳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77 王彥琇 國三仁

國二平 150278 王姵淇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79 王蒞安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80 何正雅 國三平

國二平 150281 何宇涵 國三和

國二平 150282 何郁嫻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83 利庭葦 國三和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平 150284 呂炳葵 國三和

國二平 150285 李家安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86 杜子晴 國三義

國二平 150287 沈元安 國三義

國二平 150288 林育慈 國三誠

國二平 150289 林育綺 國三智

國二平 150290 林育嫺 國三誠

國二平 150291 林芮安 國三誠

國二平 150292 林書妤 國三和

國二平 150293 林潔妤 國三義

國二平 150294 紀善閔 國三仁

國二平 150295 高心語 國三勇

國二平 150296 張允馨 國三勇

國二平 150297 張伊伶 國三和

國二平 150298 張苾瀅 國三信

國二平 150299 張瑜庭 國三平

國二平 150300 張禕 國三平

國二平 150301 郭柔岑 國三勇

國二平 150302 陳芝聿 國三和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平 150303 陳品棻 國三智

國二平 150304 陳彥晴 國三和

國二平 150305 陳彥蓉 國三勇

國二平 150306 陳貞諭 國三和

國二平 150307 陳郁臻 國三勇

國二平 150308 陳雅琳 國三誠

國二平 150309 陳霏 國三義

國二平 150310 彭譯萱 國三義

國二平 150311 黃宇亨 國三勇

國二平 150312 詹閔 國三誠

國二平 150313 靳順理 國三平

國二平 150314 趙謙文 國三平

國二平 150315 鄭郁潔 國三仁

國二平 150316 鄭資瑩 國三義

國二平 150317 謝瑄 國三智

國二平 150318 羅子琳 國三平

國二平 150319 蘇子妍 國三誠

國二平 150320 蘇元貞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21 王亮穎 國三信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誠 150322 包幸申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24 吳星霓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25 吳桐沁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26 宋怡德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27 李孟庭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28 李蕙安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29 沈以璐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30 沈嘉麗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31 周品婷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32 林玥廷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36 洪家宜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37 胡旆蓁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38 涂羽濨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39 張琳儀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41 張*萱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42 梁栩綺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43 梁瑜芹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44 莊鈴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45 許至沂 國三信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誠 150346 魏以情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47 陳映涵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48 陳映璇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49 陳愷忻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0 喬若瑄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51 曾羿璇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3 黃詩容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4 黃馨儀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5 楊茹婷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6 楊博雅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7 廖乃萱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58 廖偉廷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59 劉玥汝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60 劉若凡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61 劉綠蓬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62 蔡孟姍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63 輝忠蘋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64 鄭文瑄 國三誠

國二智 150366 羅方敏 國三智



原班級 學號 姓名 新班級

國三分班名單
【註】 按學號順序排列

國二勇 150367 楊佳均 國三勇

國二誠 150368 林璦林 國三信

國二智 150369 潘嬿婷 國三平

國二和 150370 蔣佳彤 國三和

國二誠 150371 王芷荃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72 林于軒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73 高孟璇 國三信

國二誠 150374 廖敏喬 國三信

國二仁 150375 游芳羚 國三誠

國二仁 150376 陳俞瑄 國三誠

國二仁 150377 蔡庭語 國三信

國二勇 150378 黃馨慧 國三勇

國二勇 150379 凌韻雅 國三誠

國二平 150380 施盈盈 國三平

國二誠 150381 邱卉姍 國三誠

國二誠 150382 廖姿綾 國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