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原就

讀國小

原就讀

班級
學生姓名

A0005 一年一班 1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林○仁
A0023 一年一班 2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楊○宗

A0028 一年一班 3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陳○慈

A0029 一年一班 4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陳○伶

A0035 一年一班 5 龍井國小 六年丙班 郭○桀

A0059 一年一班 7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陳○賢

A0070 一年一班 8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張○宸

A0078 一年一班 9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紀○中

A0083 一年一班 10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諭

A0087 一年一班 11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洪○岑

A0091 一年一班 12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童○璇

A0095 一年一班 13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黃○庭

A0100 一年一班 14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洪○澤

A0104 一年一班 15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黃○佩

A0108 一年一班 16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羅○琪

A0117 一年一班 18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花○維

A0121 一年一班 19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許○和

A0125 一年一班 20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李○褕

A0130 一年一班 21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賴○慈

A0135 一年一班 22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林○笙

A0145 一年一班 23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陳○凱

A0152 一年一班 24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黃○嫻

A0156 一年一班 25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張○玟

A0168 一年一班 26 龍山國小 六年甲班 楊○渝

A0177 一年一班 27 龍山國小 六年乙班 蔡○庭

A0213 一年一班 28 龍山國小 六年丙班 張○瀚
A0219 一年一班 29 南陽國小 陳○皓
A0224 一年一班 30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李○桐
A0008 一年一班 31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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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原就

讀國小

原就讀

班級
學生姓名

A0009 一年二班 1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林○恩

A0025 一年二班 2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陳○芳

A0031 一年二班 3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紀○咪

A0036 一年二班 4 龍井國小 六年丙班 陳○竣

A0053 一年二班 5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戴○祐

A0062 一年二班 6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陳○諺

A0072 一年二班 7 大忠國小 六年甲班 趙○宏

A0079 一年二班 8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陳○佶

A0084 一年二班 9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王○勛

A0088 一年二班 10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陳○彤

A0092 一年二班 11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珍

A0096 一年二班 12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童○淵

A0101 一年二班 13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陳○錡

A0105 一年二班 14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陳○玲

A0109 一年二班 15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林○蒨

A0113 一年二班 16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楊○霖

A0118 一年二班 17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張○祐

A0122 一年二班 18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童○翎

A0126 一年二班 19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林○彤

A0131 一年二班 20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陳○祐

A0137 一年二班 21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陳○宇

A0146 一年二班 22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陳○齊

A0153 一年二班 23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盧○琪

A0157 一年二班 24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陳○熏

A0169 一年二班 25 龍山國小 六年甲班 林○瑩

A0180 一年二班 26 龍山國小 六年乙班 林○萱
A0216 一年二班 27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王○鈞
A0220 一年二班 28 四張犁國小 六年一班 巫○承
A0225 一年二班 29 仁愛國小 六年乙班 陳○昱

A0228 一年二班 30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陳○恩
A0229 一年二班 31 長樂國小 謝○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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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原就

讀國小

原就讀

班級
學生姓名

A0019 一年三班 1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林○宇

A0027 一年三班 2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歐○溦

A0032 一年三班 3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沈○妍

A0040 一年三班 4 龍井國小 六年丙班 林○恆

A0055 一年三班 5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陳○憲

A0063 一年三班 6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林○妍

A0076 一年三班 7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陳○誠

A0080 一年三班 8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澔

A0085 一年三班 9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潘○萱

A0089 一年三班 10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洪○文

A0093 一年三班 11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珊

A0098 一年三班 12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林○陞

A0102 一年三班 13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林○瑋

A0106 一年三班 14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柯○琪

A0110 一年三班 15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周○彤

A0114 一年三班 16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王○棠

A0119 一年三班 17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陳○丞

A0123 一年三班 18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紀○妘

A0127 一年三班 19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林○蓁

A0132 一年三班 20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陳○鴻

A0140 一年三班 21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王○貽

A0149 一年三班 22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周○孜

A0154 一年三班 23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林○楨

A0158 一年三班 24 鹿峰國小 六年丙班 林○謙

A0171 一年三班 25 龍山國小 六年甲班 林○儒

A0181 一年三班 26 龍山國小 六年乙班 陳○妮
A0221 一年三班 27 南陽國小 六年一班 陳○豪
A0223 一年三班 28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劉○榆

A0226 一年三班 29 龍海國小 六年乙班 袁○圃
A0039 一年三班 30 龍井國小 六年丙班 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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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原就

讀國小

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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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A0020 一年四班 1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陳○安

A0034 一年四班 2 龍井國小 六年乙班 薛○紜

A0041 一年四班 3 龍井國小 六年丙班 湯○豪

A0057 一年四班 4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陳○安

A0065 一年四班 5 龍井國小 六年丁班 劉○琳

A0077 一年四班 6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宇

A0082 一年四班 7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林○寬

A0086 一年四班 8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童○倪

A0090 一年四班 9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何○潤

A0094 一年四班 10 龍泉國小 六年甲班 趙○茹

A0099 一年四班 11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黃○維

A0103 一年四班 12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顏○冠

A0107 一年四班 13 龍泉國小 六年乙班 黃○晴

A0112 一年四班 14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陳○成

A0116 一年四班 15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陳○均

A0120 一年四班 16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王○凱

A0124 一年四班 17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林○希

A0128 一年四班 18 龍泉國小 六年丙班 陳○萁

A0133 一年四班 19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劉○穎

A0142 一年四班 20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林○欣

A0150 一年四班 21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林○紋

A0155 一年四班 22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郭○盈

A0164 一年四班 23 龍山國小 六年甲班 余○勳

A0176 一年四班 24 龍山國小 六年乙班 郭○宇

A0209 一年四班 25 大肚國小 六年己班 陳○瑄
A0218 一年四班 26 沙鹿國小 六年己班 賴○綺
A0222 一年四班 27 大勇國小 六年六班 吳○頡
A0227 一年四班 28 龍泉國小 六年戊班 何○玹

A0134 一年四班 29 龍泉國小 六年丁班 楊○綸
A0215 一年四班 30 龍井國小 六年甲班 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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