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性別

商一甲 111001 01 方○宇 男

商一甲 111002 02 王○豪 男

商一甲 111003 03 吳○祐 男

商一甲 111004 04 吳○廷 男

商一甲 111005 05 李○穎 男

商一甲 111006 06 林○宏 男

商一甲 111007 07 林○寬 男

商一甲 111008 08 洪○暐 男

商一甲 111009 09 陳○楷 男

商一甲 111010 10 傅○竣 男

商一甲 111011 11 黃○翰 男

商一甲 111012 12 楊○安 男

商一甲 111013 13 楊○德 男

商一甲 111014 14 趙○輝 男

商一甲 111015 15 蔡○晉 男

商一甲 111016 16 羅○澤 男

商一甲 111017 17 王○敏 女

商一甲 111018 18 王○羽 女

商一甲 111019 19 王○緣 女

商一甲 111020 20 吳○恩 女

商一甲 111021 21 吳○妤 女

商一甲 111022 22 李○軒 女

商一甲 111023 23 林○珊 女

商一甲 111024 24 邱○文 女

商一甲 111025 25 洪○熏 女

商一甲 111026 26 胡○汶 女

商一甲 111027 27 許○莉 女

商一甲 111028 28 郭○瑋 女

商一甲 111029 29 陳○恩 女

商一甲 111030 30 陳○瑀 女

商一甲 111031 31 陳○婕 女

商一甲 111032 32 黃○婕 女

商一甲 111033 33 黃○云 女

商一甲 111034 34 葉○妮 女

商一甲 111035 35 蕭○曦 女

商一甲 111036 36 賴○薰 女

商一甲 111037 37 賴○云 女

商一甲 111112 38 葉○瑜 男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性別

商一乙 111038 01 何○豪 男

商一乙 111039 02 吳○愷 男

商一乙 111040 03 柯○瑋 男

商一乙 111041 04 張○愷 男

商一乙 111042 05 張○凱 男

商一乙 111043 06 莊○宇 男

商一乙 111044 07 許○德 男

商一乙 111045 08 郭○銓 男

商一乙 111046 09 陳○澔 男

商一乙 111047 10 鈕○閎 男

商一乙 111048 11 黃○洋 男

商一乙 111049 12 黃○程 男

商一乙 111050 13 黃○霖 男

商一乙 111051 14 蔡○洋 男

商一乙 111052 15 羅○懸 男

商一乙 111053 16 方○蓉 女

商一乙 111054 17 王○涵 女

商一乙 111055 18 王○婕 女

商一乙 111056 19 任○綺 女

商一乙 111057 20 李○芯 女

商一乙 111058 21 李○妤 女

商一乙 111059 22 周○珊 女

商一乙 111060 23 林○姍 女

商一乙 111061 24 邱○欣 女

商一乙 111062 25 邱○萱 女

商一乙 111063 26 郭○庭 女

商一乙 111064 27 陳○欣 女

商一乙 111065 28 陳○珊 女

商一乙 111066 29 陳○蓓 女

商一乙 111067 30 陳○希 女

商一乙 111068 31 陳○彤 女

商一乙 111069 32 黃○雅 女

商一乙 111070 33 葉○婕 女

商一乙 111071 34 鄭○潁 女

商一乙 111072 35 盧○榆 女

商一乙 111073 36 蕭○恩 女

商一乙 111074 37 蘇○盈 女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性別

商一丙 111075 01 王○丞 男

商一丙 111076 02 王○霖 男

商一丙 111077 03 汪○育 男

商一丙 111078 04 林○軒 男

商一丙 111079 05 林○丞 男

商一丙 111080 06 洪○恩 男

商一丙 111081 07 洪○祐 男

商一丙 111082 08 郭○鑫 男

商一丙 111083 09 陳○鼎 男

商一丙 111084 10 陳○良 男

商一丙 111085 11 蔡○諺 男

商一丙 111086 12 謝○憲 男

商一丙 111087 13 羅○昀 男

商一丙 111088 14 籃○凱 男

商一丙 111089 15 方○臻 女

商一丙 111090 16 石○綺 女

商一丙 111091 17 吳○玳 女

商一丙 111092 18 吳○萱 女

商一丙 111093 19 李○錚 女

商一丙 111094 20 周○葳 女

商一丙 111095 21 林○巧 女

商一丙 111096 22 邱○瑜 女

商一丙 111097 23 金○珊 女

商一丙 111098 24 胡○睿 女

商一丙 111099 25 徐○儀 女

商一丙 111100 26 許○寧 女

商一丙 111101 27 許○云 女

商一丙 111102 28 陳○穎 女

商一丙 111103 29 陳○昕 女

商一丙 111104 30 黃○芳 女

商一丙 111105 31 黃○甯 女

商一丙 111106 32 詹○璇 女

商一丙 111107 33 廖○妤 女

商一丙 111108 34 蔡○恩 女

商一丙 111109 35 鄭○茜 女

商一丙 111110 36 賴○甯 女

商一丙 111111 37 魏○妘 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