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年甲班 8 呂○霖 二年甲班 1 江○翔 一年甲班 12 江○瑄 四年甲班 9 游○昱 一年乙班 13 江○安 一年甲班 2 曹○乘

一年乙班 4 邱○綸 二年甲班 8 曹○恩 一年乙班 9 曹○絨 四年甲班 12 江○娗 二年甲班 3 黃○翔 一年甲班 6 劉○興

一年乙班 5 余○癸 三年甲班 4 黃○傑 二年甲班 5 陳○辰 四年甲班 13 吳○彣 二年乙班 3 江○睿 一年甲班 8 呂○霖

一年乙班 6 曹○睿 四年甲班 2 江○緒 二年乙班 3 江○睿 四年甲班 14 曹○珊 二年乙班 12 陳○宜 二年甲班 1 江○翔

二年甲班 2 陳○恩 四年甲班 7 江○耀 二年乙班 8 江○恩 四年乙班 4 曹○宇 二年乙班 23 楊○絜 二年甲班 3 黃○翔

二年甲班 3 黃○翔 四年乙班 12 楊○恩 二年乙班 9 曹○輔 五年甲班 1 黃○凱 三年甲班 8 黃○甯 二年乙班 10 陳○瑞

二年甲班 9 游○笙 五年甲班 7 簡○昕 二年乙班 15 江○蒓 五年甲班 7 簡○昕 三年甲班 11 陳○涵 二年乙班 11 黃○樂
二年甲班 10 蔡○迅 五年乙班 1 曾○豪 三年甲班 2 黃○綸 五年甲班 9 曹○義 四年乙班 1 黃○宸 三年甲班 1 曹○甫

二年乙班 1 鄭○恩 五年乙班 5 陳○豪 三年甲班 11 陳○涵 六年甲班 2 邱○源 三年甲班 4 黃○傑
二年乙班 9 曹○輔 五年乙班 6 張○惇 三年乙班 1 林○勛 六年甲班 3 黃○榮 三年甲班 5 潘○文

三年甲班 14 顏○恩 五年乙班 10 邱○睿 三年乙班 4 林○峯 六年甲班 7 林○崴 三年甲班 6 曹○文

三年乙班 2 江○宇 六年甲班 3 黃○榮 三年乙班 7 張○智 六年甲班 9 江○橙 三年甲班 10 黃○薰

四年甲班 9 游○昱 六年甲班 9 江○橙 六年甲班 16 黃○學 班級 座號 姓名 四年甲班 7 江○耀

四年乙班 3 賴○豪 六年乙班 3 張○毅 一年甲班 2 曹○乘 四年乙班 1 黃○宸

四年乙班 8 吳○謙 六年乙班 5 張○倫 二年甲班 9 游○笙 四年乙班 2 劉○愷

四年乙班 9 黃○凱 六年乙班 8 董○瑞 班級 座號 姓名 二年甲班 10 蔡○迅 四年乙班 7 張○淯

六年乙班 9 劉○廷 一年甲班 10 馮○宸 班級 座號 姓名 三年乙班 6 張○恩 五年乙班 10 邱○睿
六年乙班 14 王○永 一年乙班 4 邱○綸 二年甲班 15 黃○茜 三年乙班 9 高○宸 六年乙班 14 王○永

六年乙班 17 張○昱 一年乙班 5 余○癸 二年乙班 22 高○婕 四年乙班 10 吳○權

六年乙班 18 林○誠 一年乙班 11 廖○如 二年乙班 24 呂○璇 五年甲班 9 曹○義

二年甲班 20 江○緗 三年甲班 15 曹○嘉

班級 座號 姓名 二年乙班 16 饒○恩 三年乙班 16 陳○如 班級 座號 姓名

三年乙班 2 江○宇 三年甲班 10 黃○薰 五年甲班 13 江○晴 一年甲班 1 魏○凱

三年乙班 5 許○鋐 四年乙班 4 曹○宇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年甲班 4 曹○叡

三年乙班 14 曹○淇 五年甲班 10 張○嫻 一年甲班 14 黃○伃 一年甲班 10 馮○宸

四年甲班 10 徐○鑫 五年甲班 18 曹○榆 一年乙班 2 高○毅 一年甲班 11 楊○涵

四年甲班 12 江○娗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二年甲班 5 陳○辰 一年甲班 14 黃○伃

五年乙班 2 呂○翰 一年乙班 6 曹○睿 一年乙班 13 江○安 二年甲班 12 簡○晞 一年乙班 2 高○毅

五年乙班 8 蕭○允 一年乙班 7 張○荃 一年乙班 14 曹○棠 二年甲班 14 江○涵 一年乙班 3 黃○達

六年甲班 10 陳○琳 二年乙班 13 黃○閑 班級 座號 姓名 二年甲班 17 曹○橙 二年乙班 14 施○嵐 一年乙班 11 廖○如

六年甲班 13 黃○秀 二年乙班 15 江○蒓 二年乙班 1 鄭○恩 二年甲班 20 江○緗 二年乙班 17 曹○恩 二年甲班 4 黃○楷

六年甲班 15 江○樺 三年甲班 13 施○奷 四年甲班 3 黃○珉 二年乙班 13 黃○閑 二年乙班 19 謝○庭 二年甲班 12 簡○晞

六年乙班 1 陳○豪 三年甲班 14 顏○恩 四年甲班 6 林○翰 二年乙班 16 饒○恩 二年乙班 21 蔡○恩 二年甲班 15 黃○茜

六年乙班 4 梁○杰 三年乙班 3 邱○祐 四年乙班 2 劉○愷 二年乙班 17 曹○恩 三年甲班 16 曹○涵 三年甲班 8 黃○甯

六年乙班 12 張○杰 三年乙班 7 張○智 四年乙班 17 黃○瑄 二年乙班 18 曹○榳 三年乙班 12 江○桐 三年乙班 6 張○恩

六年乙班 13 賴○瑞 四年甲班 14 曹○珊 五年甲班 6 施○旭 二年乙班 21 蔡○恩 四年甲班 15 王○頤 三年乙班 9 高○宸

六年乙班 16 涂○豪 四年乙班 8 吳○謙 五年甲班 14 賴○霈 三年乙班 16 陳○如 五年甲班 12 江○瑄 三年乙班 10 鄭○晴

六年乙班 19 蕭○良 四年乙班 16 謝○涵 六年乙班 11 鄭○江 五年甲班 13 江○晴 五年甲班 17 江○臻 三年乙班 18 曹○倢
六年乙班 21 顏○玹 五年乙班 4 丁○宥 六年乙班 15 賴○翔 五年甲班 15 沈○娸 六年甲班 12 黃○琳 五年乙班 5 陳○豪

週四    E204教室  

紙黏土藝術課 17人

週二、週四 4F視聽教室

VEX IQ      9人

週四  後操場 週四  圖書館

北管社  17人

太鼓社 12人

舞蹈社-週二   6人
週二   樂活舞蹈教室

週二、週四  中廊

週三   後操場 週二  樂活體能教室

週四  樂活舞蹈教室

週二  圖書館

週二     E204教室

週二   國際教室

創意積木社書法社   8人
週二  N204教室

烏克麗麗社  10人

智高積木創意社 7人

創意拼豆社 15人

週二   多功能打擊場

MINIBASEBALL    16人 桌球社   20人

舞蹈社團-週四 12人

直排輪蛇板社(B) 13人

週四   後操場

直排輪蛇板社(A)  1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