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1班 8 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1班 5 王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1班 7 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1班 14 阮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1班 19 洪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1班 1 丁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1班 4 王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1班 21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1班 23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1班 31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1班 12 李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1班 20 胡OO

手作筆1 一年01班 10 李OO

手作筆1 一年01班 32 黃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1班 6 石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1班 17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1班 24 梁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1班 28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1班 13 李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1班 15 卓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1班 25 郭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1班 3 王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1班 11 李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1班 22 張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1班 33 黃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1班 16 周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1班 18 施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1班 26 陳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1班 37 蔣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1班 9 李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1班 30 黃OO

網住人生1 一年01班 2 王OO

網住人生1 一年01班 34 劉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1班 27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1班 35 劉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1班 36 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1班 29 陳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2班 27 陳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2班 32 詹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2班 4 王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2班 36 魏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2班 37 蘇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2班 31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2班 12 李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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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2班 20 徐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2班 8 何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2班 10 余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2班 16 林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2班 6 王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2班 14 阮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2班 28 陳OO

密碼學1 一年02班 17 洪OO

密碼學1 一年02班 26 陳OO

密碼學1 一年02班 29 陳OO

密碼學1 一年02班 30 游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2班 18 紀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2班 21 張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2班 22 張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2班 33 劉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2班 7 江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2班 19 孫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2班 9 何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2班 11 宋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2班 34 潘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2班 25 陳OO

漫畫研習1 一年02班 2 王OO

漫畫研習1 一年02班 1 王OO

網住人生1 一年02班 5 王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2班 3 王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2班 35 韓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2班 13 李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2班 23 許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2班 15 林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2班 24 陳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3班 34 劉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3班 36 賴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3班 1 王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3班 28 黃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3班 6 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3班 12 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3班 24 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3班 29 楊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3班 31 趙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03班 22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3班 27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3班 30 詹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3班 15 洪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03班 8 林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3班 39 羅OO

密碼學1 一年03班 18 翁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2 古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5 吳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13 邱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17 秦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25 陳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3班 35 劉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3班 4 江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3班 14 柯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3班 20 張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3班 38 謝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3班 3 朱OO

網住人生1 一年03班 11 林OO

網住人生1 一年03班 7 吳OO

網住人生1 一年03班 26 陳OO

網住人生1 一年03班 37 賴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3班 21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3班 23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3班 32 劉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3班 19 翁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3班 9 林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3班 33 劉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04班 28 楊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4班 29 董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4班 1 王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4班 12 呂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4班 18 翁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4班 19 商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4班 23 莊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4班 11 呂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4班 17 徐OO

密碼學1 一年04班 26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4班 4 江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4班 2 王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4班 5 江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4班 9 吳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4班 21 張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4班 32 劉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4班 6 江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4班 24 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4班 20 張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4班 8 江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4班 22 符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4班 30 廖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4班 31 劉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4班 16 凃OO

漫畫研習1 一年04班 3 王OO



漫畫研習1 一年04班 7 江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4班 15 林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4班 13 呂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4班 27 黃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4班 25 陳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4班 10 吳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4班 14 林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4班 33 謝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4 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5 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15 張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19 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23 喬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27 楊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33 鄭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5班 35 謝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5班 1 丁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5班 11 姚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5班 21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5班 17 張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5班 25 楊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5班 10 邱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5班 6 李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5班 18 梁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5班 2 甘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5班 28 葉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5班 30 廖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5班 8 林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5班 12 洪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5班 16 張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5班 3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5班 14 洪OO

漫畫研習1 一年05班 36 簡OO

網住人生1 一年05班 13 洪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5班 34 戴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5班 7 周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5班 9 林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5班 24 黃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5班 31 蔡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5班 37 魏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5班 20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5班 29 葉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5班 32 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5班 26 楊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5班 22 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6班 18 洪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6班 27 郭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6班 7 李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6班 16 邱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6班 30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6班 32 趙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6班 13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6班 12 林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06班 25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6班 21 翁OO

密碼學1 一年06班 23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6班 34 劉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6班 22 張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6班 1 卜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6班 5 巫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6班 36 盧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6班 19 胡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06班 38 賴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6班 20 徐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6班 31 黃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6班 9 李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6班 15 林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6班 39 謝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6班 2 王OO

漫畫研習1 一年06班 24 張OO

漫畫研習1 一年06班 33 劉OO

網住人生1 一年06班 14 林OO

網住人生1 一年06班 10 汪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6班 26 張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6班 35 蔡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6班 6 李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6班 3 王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6班 4 何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6班 11 沈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6班 29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6班 37 蕭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6班 8 李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6班 17 施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6班 28 陳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7班 7 沈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7班 21 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7班 17 張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07班 27 楊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7班 25 傅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7班 30 蔡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7班 22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7班 3 朱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7班 9 官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07班 14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7班 8 周OO

密碼學1 一年07班 12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7班 16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7班 26 黃OO

密碼學1 一年07班 32 薛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7班 19 張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7班 34 簡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7班 28 廖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7班 10 林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7班 24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7班 4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7班 2 白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7班 1 王OO

漫畫研習1 一年07班 6 李OO

漫畫研習1 一年07班 31 蕭OO

網住人生1 一年07班 18 張OO

網住人生1 一年07班 5 李OO

網住人生1 一年07班 23 陳OO

網住人生1 一年07班 36 顧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7班 11 施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07班 40 詹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7班 13 張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7班 29 潘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7班 33 謝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7班 35 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7班 15 張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8班 11 張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8班 18 張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8班 1 丁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8班 15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8班 5 李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8班 14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8班 23 郭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8班 27 曾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8班 19 張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8班 31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8班 32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08班 34 劉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8班 22 許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8班 17 張OO

密碼學1 一年08班 28 游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8班 7 阮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8班 25 陳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8班 4 呂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8班 8 林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8班 13 張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8班 10 邱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8班 24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8班 26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08班 16 張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8班 21 許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8班 30 黃OO

漫畫研習1 一年08班 12 張OO

網住人生1 一年08班 9 林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8班 20 梁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8班 29 黃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8班 35 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8班 2 王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8班 3 吳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8班 33 楊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08班 36 魏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9班 1 王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09班 15 張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9班 18 陳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09班 36 謝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9班 14 徐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09班 28 曾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09班 9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09班 30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9班 26 喻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09班 29 黃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13 洪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2 王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10 林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20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21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09班 24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9班 5 何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9班 7 杜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9班 19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9班 23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09班 25 陸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9班 27 曾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09班 37 魏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9班 3 古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09班 12 邱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09班 6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9班 22 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09班 4 江OO

漫畫研習1 一年09班 32 廖OO



網住人生1 一年09班 16 莊OO

網住人生1 一年09班 8 林OO

網住人生1 一年09班 17 許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09班 31 詹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9班 11 林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9班 33 趙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9班 34 蔡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09班 35 蕭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0班 38 蕭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0班 4 史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0班 10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0班 33 劉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0班 34 潘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0班 7 李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0班 17 高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0班 19 張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0班 25 曾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0班 12 林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0班 13 林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0班 15 柯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0班 3 王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0班 18 張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0班 22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0班 35 蔡OO

密碼學1 一年10班 6 吳OO

密碼學1 一年10班 30 葉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0班 9 林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0班 37 鄭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0班 5 吳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0班 11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0班 21 許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0班 26 曾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0班 14 姚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0班 1 王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0班 31 董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0班 20 梁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0班 29 楊OO

漫畫研習1 一年10班 2 王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0班 8 李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0班 23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0班 24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0班 32 劉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0班 36 蔡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0班 39 賴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0班 16 洪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0班 28 黃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1班 11 官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1班 22 高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1班 32 黃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1班 23 常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1班 39 謝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1班 18 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1班 20 施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1班 1 丁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1班 3 甘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1班 27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1班 9 呂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1班 35 葉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1班 31 黃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1班 37 劉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1班 21 胡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1班 25 郭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1班 16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10 李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12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13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19 邱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26 陳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28 陳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1班 30 黃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1班 29 黃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1班 14 林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1班 2 王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1班 33 楊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1班 7 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1班 38 賴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1班 17 花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1班 6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1班 4 朱OO

漫畫研習1 一年11班 5 何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1班 24 郭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1班 8 呂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1班 34 萬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1班 15 林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1班 36 葛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2班 16 洪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2班 1 方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2班 10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2班 3 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2班 7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2班 14 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2班 17 徐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2班 6 李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2班 20 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2班 28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2班 25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2班 29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2班 32 蔡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2班 22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2班 26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2班 12 林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2班 11 林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2班 21 陳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2班 9 林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2班 15 侯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2班 19 張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2班 27 陳OO

密碼學1 一年12班 18 徐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2班 34 蔡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2班 8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2班 23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2班 2 全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2班 4 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2班 5 李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2班 13 林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2班 31 劉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2班 24 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2班 30 黃OO

網住人生1 一年12班 35 賴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2班 37 韓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2班 33 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2班 36 賴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3班 3 伍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3班 8 林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3班 12 張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3班 34 賴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3班 20 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3班 28 黃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3班 5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3班 17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3班 2 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3班 6 林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3班 7 林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3班 19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3班 36 謝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3班 37 羅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3班 24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3班 30 鄒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3班 23 陳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3班 27 黃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3班 32 劉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3班 18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3班 26 黃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3班 9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3班 31 劉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3班 11 張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3班 14 張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3班 21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3班 4 李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3班 16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3班 25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3班 15 許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3班 1 田OO

網住人生1 一年13班 13 張OO

網住人生1 一年13班 33 蔡OO

網住人生1 一年13班 35 繆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3班 22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3班 29 詹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3班 10 洪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1 王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14 張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23 曾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24 曾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29 廖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4班 36 謝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4班 8 林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4班 11 夏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4班 17 郭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4班 34 賴OO

手作筆1 一年14班 35 謝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4班 22 陳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4班 2 余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4班 9 林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4班 3 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4班 21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4班 6 李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4班 16 郭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4班 27 楊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4班 4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4班 10 林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4班 25 黃OO

漫畫研習1 一年14班 5 李OO

漫畫研習1 一年14班 15 許OO

漫畫研習1 一年14班 19 陳OO



漫畫研習1 一年14班 32 鄭OO

網住人生1 一年14班 7 李OO

網住人生1 一年14班 12 孫OO

網住人生1 一年14班 18 陳OO

網住人生1 一年14班 37 蘇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4班 13 翁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4班 20 陳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4班 31 鄭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4班 30 蔡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4班 33 盧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4班 26 楊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4班 28 廖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5班 12 徐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5班 13 徐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5班 14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5班 18 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5班 4 李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5班 6 林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5班 21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5班 20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5班 36 鄧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5班 38 魏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5班 33 劉OO

手作筆1 一年15班 26 黃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5班 3 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5班 16 粘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5班 10 范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5班 24 黃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5班 2 何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5班 22 曾OO

密碼學1 一年15班 7 林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5班 8 邱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5班 27 黃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5班 19 陳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5班 5 林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5班 9 施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5班 15 張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5班 30 趙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5班 11 凌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5班 17 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5班 25 黃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5班 1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5班 23 游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5班 35 蔡OO

漫畫研習1 一年15班 28 葉OO

漫畫研習1 一年15班 31 劉OO



網住人生1 一年15班 29 鄒OO

網住人生1 一年15班 39 蘇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5班 34 蔡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5班 32 劉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5班 37 賴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6班 30 趙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6班 6 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6班 12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6班 31 劉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6班 35 韓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6班 37 嚴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6班 21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6班 24 游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6班 32 劉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6班 36 簡OO

手作筆1 一年16班 14 林OO

手作筆1 一年16班 26 楊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6班 18 張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6班 5 吳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6班 29 鄔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7 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8 呂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10 李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20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25 游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6班 33 蔡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6班 1 王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6班 2 王OO

密碼學1 一年16班 11 林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6班 4 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6班 17 胡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6班 15 邱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6班 19 張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6班 22 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6班 9 李OO

漫畫研習1 一年16班 16 洪OO

漫畫研習1 一年16班 23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6班 3 白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6班 13 林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6班 27 葉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6班 28 賈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6班 34 鄭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7班 36 蔡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17班 8 李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1 一年17班 17 唐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7班 14 林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7班 27 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7班 30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7班 34 齊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7班 11 阮OO

手作筆1 一年17班 13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7班 21 張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7班 24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7班 28 陳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7班 3 古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7班 10 李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7班 29 彭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7班 39 羅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7班 19 張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7班 25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7班 38 簡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7班 4 朱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7班 9 李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7班 15 林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7班 18 徐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7班 35 蔡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7班 2 王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7班 20 張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7班 22 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7班 6 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7班 16 洪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7班 37 鄭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7班 1 王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7班 5 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7班 7 呂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7班 32 黃OO

漫畫研習1 一年17班 23 陳OO

漫畫研習1 一年17班 26 陳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7班 31 黃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7班 33 廖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7班 12 周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8班 7 周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8班 31 黃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8班 9 林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8班 16 胡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8班 19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8班 26 陳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8班 28 傅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8班 10 林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8班 12 邱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8班 24 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8班 30 游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8班 35 蔡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8班 34 劉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18班 8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8班 1 于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8班 4 巫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8班 13 邱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8班 5 李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8班 14 侯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8班 17 涂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8班 32 葉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8班 37 賴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8班 20 許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18班 33 劉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8班 18 張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8班 36 鄭OO

微機解me-安卓A班1 一年18班 29 曾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18班 23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8班 25 陳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8班 6 周OO

漫畫研習1 一年18班 15 施OO

網住人生1 一年18班 11 林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18班 3 田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8班 2 王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18班 21 許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8班 22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8班 27 陳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19班 13 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9班 10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9班 11 張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19班 16 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9班 2 吳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9班 9 張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19班 18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9班 27 趙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19班 38 關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9班 17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9班 21 程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19班 23 黃OO

手作筆1 一年19班 3 呂OO

手作筆1 一年19班 22 黃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9班 5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9班 33 蕭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19班 37 顏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9班 1 王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19班 26 葉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9班 7 紀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9班 14 郭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19班 20 游OO

密碼學1 一年19班 36 顏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9班 4 林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9班 8 胡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19班 15 郭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9班 12 張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9班 29 劉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9班 31 劉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19班 39 嚴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19班 32 鄭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9班 6 施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19班 30 劉OO

漫畫研習1 一年19班 34 賴OO

網住人生1 一年19班 35 顏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19班 25 楊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9班 24 黃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19班 28 劉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0班 9 林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0班 21 曾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0班 24 黃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0班 1 王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0班 22 游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0班 16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0班 26 楊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0班 28 劉OO

手作筆1 一年20班 5 李OO

手作筆1 一年20班 6 周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20班 13 郭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8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14 郭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15 郭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20 陳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34 賴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0班 37 魏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0班 4 李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0班 31 劉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0班 39 羅OO

密碼學1 一年20班 2 江OO

密碼學1 一年20班 10 韋OO

密碼學1 一年20班 25 黃OO

密碼學1 一年20班 32 蔡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0班 11 秦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0班 27 劉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0班 38 羅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20班 3 李OO



運動與休閒撞球1 一年20班 7 林OO

漫畫研習1 一年20班 12 張OO

漫畫研習1 一年20班 19 陳OO

漫畫研習1 一年20班 36 簡OO

網住人生1 一年20班 18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0班 29 劉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20班 17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20班 23 黃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20班 33 鄭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20班 30 劉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20班 35 簡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1班 25 楊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1班 35 鄭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1班 38 謝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1班 11 徐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1班 19 黃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1班 18 雲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1班 20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1班 12 曹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1班 24 楊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1班 26 廖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1班 37 賴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1 于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14 陳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22 黃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27 劉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29 蔡OO

手作筆1 一年21班 30 蔡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1班 6 林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21班 3 李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1班 7 洪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1班 13 梁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1班 4 李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1班 15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1班 16 陳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1班 33 蔡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1班 5 周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21班 2 吳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21班 21 黃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21班 31 蔡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21班 32 蔡OO

漫畫研習1 一年21班 8 紀OO

漫畫研習1 一年21班 10 孫OO

網住人生1 一年21班 28 劉OO

網住人生1 一年21班 34 鄭OO

網住人生1 一年21班 39 鐘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1班 9 胡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1班 17 陳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21班 23 楊OO

樂活排球趣1 一年21班 36 賴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3班 6 林OO

小資旅行趣1 一年23班 18 曾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3班 9 邱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3班 25 賴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3班 3 李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3班 13 許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3班 26 賴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3班 19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3班 14 陳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23班 4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3班 1 尤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3班 2 江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3班 5 林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3班 27 顏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23班 17 陸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23班 23 鄭OO

科技社會與法律1 一年23班 8 林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3班 7 林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3班 24 鄭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3班 11 張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3班 15 陳OO

微機解me-蘋果A班1 一年23班 16 陳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23班 10 邱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23班 12 張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3班 22 廖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23班 20 黃OO

戰爭與和平1 一年23班 28 羅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4班 10 林OO

“桌”住別人的目光1 一年24班 28 賴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4班 3 王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4班 11 徐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4班 12 張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4班 26 蕭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4班 29 賴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4班 5 李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4班 15 陳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資優教室)1 一年24班 16 陳OO

手作筆1 一年24班 20 黃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24班 9 周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4班 21 黃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4班 23 詹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4班 19 曾OO



教室裡的社會學1 一年24班 13 莊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4班 17 陳OO

微機解me-安卓B班1 一年24班 7 李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24班 24 樂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24班 22 葉OO

詩歌、樂音、翫母語1 一年24班 8 周OO

漫畫研習1 一年24班 6 李OO

漫畫研習1 一年24班 2 王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4班 1 丁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4 伍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14 陳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18 曾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27 賴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30 蘇OO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1 一年24班 25 蔡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5班 27 廖OO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2 一年25班 2 江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5班 1 朱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5班 11 何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5班 13 李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5班 14 林OO

中英翻譯I:法則與實作1 一年25班 6 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5班 16 凃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5班 17 洪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5班 19 許OO

中級英語口說練習(高一教室)1 一年25班 10 江OO

手作筆1 一年25班 21 黃OO

手作筆1 一年25班 28 劉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25班 22 楊OO

羽球培訓、基礎籃球1 一年25班 3 許OO

快樂幸福學1 一年25班 26 廖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5班 9 王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5班 15 邱OO

鬼的文學想像與人文解讀1 一年25班 20 陳OO

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1 一年25班 25 廖OO

漫畫研習1 一年25班 4 許OO

漫畫研習1 一年25班 12 吳OO

漫畫研習1 一年25班 24 詹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18 張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5 陳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23 楊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29 潘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30 蔡OO

認識占星學1 一年25班 8 蕭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