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姓名 身分證

七年1班 游○安 H19*****90

七年1班 葉○廣 H12*****80

七年1班 陳○廷 H12*****12

七年1班 洪○溢 F13*****92

七年1班 許○凱 H12*****93

七年1班 吳○祐 H12*****40

七年1班 吳○瑋 H12*****59

七年1班 張○華 H12*****38

七年1班 劉○承 H12*****73

七年1班 楊○穎 H12*****57

七年1班 蘇○棋 H12*****83

七年1班 黃○翔 H12*****99

七年1班 林○瑲 F13*****53

七年1班 廖○淽 H22*****78

七年1班 王○晴 H22*****98

七年1班 林○婷 H22*****39

七年1班 劉○芊 F23*****10

七年1班 陳○璇 T22*****93

七年1班 楊○瑄 H22*****98

七年1班 廖○薰 P22*****97

七年1班 蔡○芸 F23*****63

七年1班 蕭○妤 F23*****08

七年1班 吳○如 H22*****33

七年1班 鄧○云 H22*****46

七年1班 楊○穎 H22*****78

七年1班 嚴○ F23*****88

七年1班 石○玄 F23*****15

七年1班 周○妍 H22*****30

七年1班 陳○妤 H22*****06

110學年度七年級新生編班抽籤結果



班級 姓名 身分證

110學年度七年級新生編班抽籤結果

七年2班 馮○宸 H12*****00

七年2班 楊○威 H12*****10

七年2班 黃○均 E12*****12

七年2班 鄭○睿 A13*****06

七年2班 林○愷 H12*****61

七年2班 林○進 H12*****69

七年2班 蘇○允 F13*****11

七年2班 陳○宇 H12*****58

七年2班 李○豪 H12*****72

七年2班 李○霖 H12*****80

七年2班 范○鈞 J12*****83

七年2班 王○宇 H12*****30

七年2班 林○佑 H12*****68

七年2班 游○閎 F13*****16

七年2班 吳○沂 F23*****21

七年2班 吳○芸 P22*****35

七年2班 曾○沂 H22*****60

七年2班 張○溱 F23*****52

七年2班 鄧○容 H22*****72

七年2班 吳○貞 H22*****06

七年2班 王○岑 Q22*****37

七年2班 簡○璇 H22*****46

七年2班 顏○筑 H22*****16

七年2班 林○蓁 H22*****55

七年2班 韋○蕾 H22*****46

七年2班 黃○涵 H22*****90

七年2班 湯○云 H22*****63

七年2班 王○怡 F23*****22

七年2班 劉○軒 H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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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3班 陳○頡 H12*****82

七年3班 劉○祥 H12*****61

七年3班 王○宇 H12*****87

七年3班 蔡○佑 H12*****39

七年3班 陶○琪 HC0*****18

七年3班 黃○學 F13*****85

七年3班 楊○安 H12*****23

七年3班 駱○賢 H12*****88

七年3班 康○唯 F13*****28

七年3班 黃○傑 H12*****99

七年3班 張○傑 F17*****40

七年3班 鄭○羲 H12*****36

七年3班 邱○宇 H12*****73

七年3班 邱○安 H12*****37

七年3班 張○ F23*****26

七年3班 邱○娸 H22*****81

七年3班 林○芸 F23*****15

七年3班 許○媗 H22*****21

七年3班 張○琦 H22*****56

七年3班 呂○潔 H22*****21

七年3班 吳○軒 H22*****56

七年3班 李○潔 H22*****98

七年3班 盧○晴 F23*****76

七年3班 葉○臻 F23*****26

七年3班 郭○萱 H22*****40

七年3班 吳○中 W20*****86

七年3班 陳○云 H22*****48

七年3班 吳○緗 H22*****57

七年3班 李○慈 H22*****17



班級 姓名 身分證

110學年度七年級新生編班抽籤結果

七年4班 張○誠 H12*****07

七年4班 黃○齊 H12*****81

七年4班 林○穎 A13*****10

七年4班 劉○宇 F13*****10

七年4班 洪○翔 H12*****13

七年4班 林○鋒 H12*****69

七年4班 許○宸 H12*****19

七年4班 鍾○州 H12*****23

七年4班 李○譯 H12*****59

七年4班 黃○銓 H12*****86

七年4班 賴○熙 F13*****91

七年4班 林○宇 F13*****92

七年4班 何○閩 H12*****81

七年4班 楊○庭 H22*****49

七年4班 黃○庭 H22*****67

七年4班 張○淯 H22*****25

七年4班 陳○楓 F23*****32

七年4班 李○茹 H22*****12

七年4班 黃○筠 H22*****38

七年4班 李○馨 H22*****57

七年4班 張○茹 H22*****59

七年4班 吳○靜 L22*****63

七年4班 謝○宸 H22*****57

七年4班 蕭○恩 H22*****23

七年4班 陳○安 A23*****62

七年4班 蔡○宣 H22*****72

七年4班 楊○晴 H22*****16

七年4班 李○瑄 F23*****62



班級 姓名 身分證

110學年度七年級新生編班抽籤結果

七年5班 林○鑫 H12*****20

七年5班 施○恩 F13*****59

七年5班 林○曛 H12*****85

七年5班 李○錡 H12*****97

七年5班 林○賢 H12*****25

七年5班 陳○佑 H12*****78

七年5班 黃○麟 A13*****29

七年5班 王○泓 H12*****52

七年5班 陳○澧 H12*****86

七年5班 馬○鈞 E12*****92

七年5班 葉○諺 F13*****67

七年5班 呂○廷 H12*****03

七年5班 吾○宇 H12*****33

七年5班 蘇○凱 F13*****76

七年5班 喻○菱 H22*****50

七年5班 何○亜 H22*****17

七年5班 宋○諭 H22*****49

七年5班 蘇○瑄 H22*****78

七年5班 陳○蓉 H22*****13

七年5班 朱○嫻 H22*****13

七年5班 吳○萱 H22*****75

七年5班 吳○靚 H22*****36

七年5班 蔡○軒 B22*****25

七年5班 許○喬 H22*****21

七年5班 陳○伶 M22*****28

七年5班 林○伊 H22*****20

七年5班 黃○稜 H22*****16

七年5班 王○臻 H22*****65

七年5班 邱○卉 H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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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6班 黃○宸 H12*****63

七年6班 邱○睿 H12*****65

七年6班 賴○陽 H12*****93

七年6班 高○然 H12*****36

七年6班 陳○儒 H12*****67

七年6班 張○凱 H12*****40

七年6班 周○訓 H12*****76

七年6班 林○鈞 H12*****88

七年6班 林○煜 H12*****65

七年6班 王○博 F13*****95

七年6班 葉○睿 H12*****46

七年6班 周○庭 H12*****61

七年6班 胡○淮 H12*****86

七年6班 李○翰 H12*****68

七年6班 鄭○諠 H22*****42

七年6班 梁○菲 H22*****82

七年6班 陳○涵 H22*****77

七年6班 呂○誼 H22*****49

七年6班 張○云 H22*****38

七年6班 陳○蓉 H22*****90

七年6班 程○娟 H22*****10

七年6班 邱○馨 H22*****68

七年6班 丁○萱 P22*****15

七年6班 黃○珊 H22*****13

七年6班 蘇○云 F23*****01

七年6班 傅○婷 H22*****56

七年6班 潘○毓 F23*****93

七年6班 施○廷 Q22*****50

七年6班 王○丞 H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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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7班 范○迪 H12*****02

七年7班 黃○盛 H12*****27

七年7班 楊○浩 H12*****63

七年7班 宋○諺 H12*****15

七年7班 黃○勛 H12*****82

七年7班 李○恩 H12*****33

七年7班 蕭○荃 S12*****32

七年7班 江○憫 F13*****13

七年7班 陳○畇 F13*****72

七年7班 梁○齊 H12*****42

七年7班 許○祐 H12*****58

七年7班 施○廷 F13*****36

七年7班 廖○恩 F13*****01

七年7班 陳○叡 F13*****41

七年7班 葉○軒 H22*****45

七年7班 王○涵 F23*****96

七年7班 黃○琇 H22*****42

七年7班 陳○芹 H22*****01

七年7班 楊○惠 H22*****61

七年7班 張○宇 F23*****53

七年7班 張○婷 F23*****55

七年7班 呂○諭 H22*****00

七年7班 吳○軒 H22*****28

七年7班 陳○茵 M22*****55

七年7班 朱○璇 F23*****86

七年7班 程○妤 H22*****48

七年7班 林○穎 H22*****08

七年7班 李○捷 H22*****32

七年7班 劉○羽 H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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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8班 黃○鈞 H12*****06

七年8班 詹○安 L12*****15

七年8班 朱○楠 H12*****46

七年8班 呂○圻 H12*****59

七年8班 黃○鈞 H12*****92

七年8班 鄭○佑 F13*****31

七年8班 王○濱 F13*****95

七年8班 林○成 H12*****51

七年8班 李○裕 H12*****50

七年8班 羅○申 H12*****53

七年8班 簡○辰 H12*****60

七年8班 陳○融 H12*****09

七年8班 劉○諭 H12*****60

七年8班 邱○庭 H12*****55

七年8班 邱○真 H22*****93

七年8班 羅○暄 H22*****39

七年8班 胡○溱 H22*****36

七年8班 王○ F23*****06

七年8班 林○萱 H22*****05

七年8班 蘇○晴 F23*****05

七年8班 林○妤 F23*****65

七年8班 楊○玲 H22*****66

七年8班 高○芸 H22*****85

七年8班 林○岑 H22*****83

七年8班 鄭○心 F23*****05

七年8班 鄭○菁 B22*****85

七年8班 黃○琪 H22*****58

七年8班 陳○琪 H22*****72

七年8班 戴○辰 H22*****86

七年8班 張○凡 F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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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9班 楊○淮 H12*****66

七年9班 黃○安 H12*****58

七年9班 江○宏 H12*****91

七年9班 陳○霖 H12*****48

七年9班 李○勳 H12*****71

七年9班 梁○恩 H12*****28

七年9班 吳○德 H12*****76

七年9班 陳○慶 H12*****50

七年9班 蕭○辰 H12*****22

七年9班 黃○佑 H12*****66

七年9班 林○鴻 C12*****32

七年9班 文○ A13*****58

七年9班 黃○芸 H22*****72

七年9班 顏○汝 H22*****00

七年9班 温○晴 H22*****36

七年9班 李○穎 H22*****21

七年9班 吳○蒨 H22*****08

七年9班 盧○晴 H22*****11

七年9班 葉○辰 H22*****55

七年9班 孫○楨 H22*****62

七年9班 徐○珊 H22*****90

七年9班 李○蓁 H22*****90

七年9班 黃○文 H22*****08

七年9班 謝○昕 H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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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0班 廖○捷 H12*****40

七年10班 邱○愷 H12*****83

七年10班 莊○翔 K12*****19

七年10班 梁○齊 F13*****73

七年10班 許○喆 V12*****01

七年10班 謝○峯 H12*****42

七年10班 曾○良 F13*****30

七年10班 林○毅 H12*****85

七年10班 謝○育 H12*****81

七年10班 羅○易 H12*****20

七年10班 陳○宇 H12*****78

七年10班 田○毅 V12*****98

七年10班 黃○凱 H12*****09

七年10班 林○潔 H22*****67

七年10班 陳○廷 M22*****16

七年10班 胡○庭 E22*****35

七年10班 游○茵 M22*****98

七年10班 蔡○家 H22*****90

七年10班 簡○晨 H22*****29

七年10班 陳○伶 H22*****60

七年10班 李○臻 H22*****89

七年10班 劉○姍 H22*****53

七年10班 許○溱 H22*****50

七年10班 楊○語 H22*****72

七年10班 張○釧 F23*****66

七年10班 葉○彤 H22*****02

七年10班 廖○綺 H22*****09

七年10班 林○誼 A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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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1班 張○翊 A13*****26

七年11班 呂○均 H12*****40

七年11班 錢○賢 H12*****62

七年11班 邱○威 H12*****41

七年11班 李○勳 H12*****29

七年11班 曹○緣 H12*****62

七年11班 丹○平措 H16*****45

七年11班 黃○庭 H12*****43

七年11班 趙○翔 H12*****56

七年11班 黃○瑞 F13*****08

七年11班 李○泓 F13*****33

七年11班 張○毅 H12*****98

七年11班 江○宸 H12*****18

七年11班 蔡○勳 H12*****65

七年11班 吳○蓁 F23*****59

七年11班 李○蓁 H22*****89

七年11班 戴○芸 H22*****26

七年11班 詹○溱 H22*****50

七年11班 楊○雅 H22*****62

七年11班 李○宥 F23*****36

七年11班 陳○偵 H22*****62

七年11班 王○姍 P22*****38

七年11班 陳○慈 H22*****92

七年11班 吳○媛 A23*****86

七年11班 許○瑜 H22*****87

七年11班 游○秝 H22*****51

七年11班 徐○瑩 F23*****11

七年11班 王○家 H22*****95

七年11班 邱○煖 F23*****17

七年11班 張○敏 H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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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2班 彭○嘉 H12*****57

七年12班 王○崴 H12*****96

七年12班 藍○希 H12*****02

七年12班 李○文 H12*****63

七年12班 石○嘉 F13*****23

七年12班 林○賢 H12*****58

七年12班 曾○崴 H12*****28

七年12班 吳○嘉 H12*****03

七年12班 邱○崴 F13*****25

七年12班 陳○緯 H12*****95

七年12班 謝○頡 H12*****50

七年12班 魏○杰 F13*****75

七年12班 陳○桀 H12*****07

七年12班 潘○佑 H12*****03

七年12班 梁○芸 H22*****25

七年12班 吳○溱 H22*****86

七年12班 韓○穎 H22*****01

七年12班 黃○媜 F23*****33

七年12班 温○嘉 H22*****36

七年12班 李○榛 F23*****79

七年12班 洪○筠 H22*****01

七年12班 劉○寰 J22*****53

七年12班 楊○心 F23*****23

七年12班 吳○妤 H22*****66

七年12班 吳○霈 H22*****27

七年12班 吳○諭 H22*****18

七年12班 張○盈 E22*****59

七年12班 石○瑄 H22*****06

七年12班 陳○喬 F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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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3班 邱○承 F13*****80

七年13班 高○崴 F13*****17

七年13班 彭○澔 H12*****16

七年13班 康○豪 H12*****80

七年13班 蔡○軒 H12*****03

七年13班 陳○祺 H12*****02

七年13班 邱○翰 H12*****97

七年13班 李○里 H12*****58

七年13班 馮○恩 F13*****52

七年13班 彭○謙 O10*****61

七年13班 吳○喆 F13*****28

七年13班 鄭○瑋 H12*****21

七年13班 黃○興 H12*****73

七年13班 劉○君 H22*****83

七年13班 林○庭 F23*****40

七年13班 鍾○芊 T22*****38

七年13班 陳○臻 H22*****05

七年13班 洪○庭 F23*****38

七年13班 徐○旋 H22*****27

七年13班 簡○萱 H22*****79

七年13班 陳○宜 H22*****27

七年13班 蕭○均 H22*****69

七年13班 張○芹 F23*****86

七年13班 董○詩 H22*****70

七年13班 陳○璇 H22*****22

七年13班 張○語 H22*****76

七年13班 潘○佑 U2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