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國小 學生姓名 性別

701 01 三民 王○甯 男

701 03 東門 陳○彤 女

701 04 茄苳 黃○遠 女

701 05 三民 蘇○益 男

701 07 三民 阮○瑀 女

701 08 三民 鄭○軒 男

701 09 三民 蔡○棋 女

701 10 東門 劉○澤 男

701 11 三民 翁○宸 女

701 12 三民 鄭○皓 男

701 13 舊社 楊○岑 女

701 14 三民 黃○智 男

701 17 三民 楊○ 男

701 18 三民 楊○ 女

701 19 三民 金○妡 女

701 21 附小 廖○行 女

701 22 舊社 廖○致 男

701 23 舊社 鍾○恩 女

701 24 舊社 鍾○恩 男

701 25 三民 溫○喬 女

701 26 三民 鄭○昕 女

701 27 三民 林○恩 男

701 28 北門 温○維 男

701 29 新竹 李○宏 男

701 30 新竹 黃○晴 女

702 02 東門 莊○歆 女

702 05 東門 張○翎 女

702 07 東門 徐○軒 男

702 08 東門 李○柔 女

702 09 東門 陳○叡 男

702 11 北門 陳○宇 男

702 14 陽光 簡○媛 女

702 16 北門 江○潔 女

702 17 北門 吳○喆 男

702 18 北門 葉○澔 男

702 19 北門 鄭○甄 女

702 22 北門 曾○鴻 男



702 23 北門 曾○嘉 女

702 24 北門 呂○璟 男

702 25 北門 余○霖 男

702 26 北門 陳○宇 男

702 27 北門 鍾○蓉 女

702 29 北門 張○旭 男

702 30 舊社 張○軒 男

703 02 北門 楊○欣 女

703 03 北門 葉○寧 女

703 04 北門 楊○萱 女

703 06 北門 曾○嘉 女

703 07 北門 陳○瑄 女

703 08 北門 徐○茜 女

703 09 北門 彭○喬 女

703 10 北門 陳○涵 女

703 11 北門 李○君 女

703 12 北門 吳○承 男

703 13 北門 蔡○蓁 女

703 14 北門 郭○芯 女

703 16 舊社 陳○泓 男

703 17 北門 黃○宏 男

703 18 北門 鄭○元 男

703 19 北門 黃○岑 女

703 20 北門 黃○婕 女

703 21 北門 林○諠 女

703 22 附小 陳○昕 女

703 23 北門 范○星 男

703 25 北門 花○玟 女

703 27 北門 謝○辰 男

703 28 北門 徐○皓 男

703 29 北門 周○宥 男

704 01 北門 吳○叡 男

704 02 北門 卓○霆 男

704 04 北門 李○稀 男

704 05 北門 李○ 男

704 06 北門 郭○宇 男

704 07 北門 陳○潔 女

704 08 北門 盧○展 男



704 09 北門 盧○家 男

704 10 北門 邵○芯 女

704 11 北門 顏○啓 男

704 12 北門 李○峻 男

704 13 北門 陳○旻 男

704 14 載熙 蔡○斈 男

704 15 北門 張○禎 女

704 16 北門 李○潔 女

704 17 北門 蔡○耘 男

704 18 北門 焦○恆 男

704 19 北門 張○邦 男

704 20 北門 李○俊 男

704 21 北門 許○媗 女

704 22 北門 詹○皓 男

704 23 北門 曾○睿 男

704 24 舊社 鄭○唐 男

704 25 北門 謝○成 男

704 26 北門 陳○霖 男

704 28 民富 黃○嘉 男

704 29 民富 葉○辰 女

705 02 民富 朱○璇 女

705 03 民富 楊○皓 男

705 06 茄苳 江○諺 男

705 07 舊社 王○縼 女

705 08 民富 朱○誠 男

705 11 民富 周○宏 男

705 13 民富 周○寬 男

705 14 民富 黃○凱 男

705 15 民富 何○珊 女

705 17 民富 陳○瑄 女

705 18 民富 謝○軒 男

705 19 民富 王○蘋 女

705 20 民富 李○菲 女

705 21 民富 陳○誼 女

705 22 民富 洪○翔 男

705 23 西門 黃○秀 女

705 24 載熙 喬○婷 女

705 25 西門 彭○尹 女



705 26 西門 宋○喬 女

705 27 西門 郭○芸 女

705 28 東門 吳○臻 女

705 29 南寮 甘○瑋 男

705 30 南寮 廖○晏 男

706 01 南寮 顏○宥 男

706 02 南寮 劉○泯 男

706 03 南寮 蔡○芳 女

706 04 載熙 許○云 女

706 05 南寮 馬○涵 女

706 06 南寮 謝○全 男

706 07 南寮 許○梓 女

706 08 南寮 彭○捷 男

706 09 南寮 邱○閎 男

706 10 南寮 劉○安 女

706 11 載熙 邱○妮 女

706 12 載熙 蔡○恩 男

706 13 載熙 林○崴 男

706 14 載熙 楊○隆 男

706 15 載熙 彭○喬 男

706 16 載熙 謝○妤 女

706 17 載熙 王○宸 男

706 18 載熙 王○彤 女

706 19 載熙 邱○誠 男

706 20 載熙 邱○宜 女

706 21 載熙 陳○君 女

706 22 載熙 戴○蓁 女

706 23 載熙 林○宸 男

706 24 載熙 常○軒 男

706 25 載熙 楊○丞 男

706 26 載熙 萬○豪 男

706 27 載熙 洪○福 男

706 29 載熙 李○芯 女

706 30 載熙 趙○芯 女

707 01 載熙 楊○妍 女

707 03 載熙 謝○琪 女

707 05 載熙 張○愷 男

707 07 載熙 林○昕 女



707 08 載熙 邱○瑄 女

707 09 載熙 胡○耘 女

707 10 載熙 吳○毅 男

707 11 載熙 吳○哲 男

707 12 載熙 黃○寧 女

707 13 載熙 陳○恩 男

707 15 載熙 田○成 男

707 16 載熙 柯○妤 女

707 17 載熙 陳○竹 女

707 18 載熙 梁○晨 男

707 19 載熙 張○翔 男

707 20 載熙 香○ 男

707 21 載熙 謝○璟 女

707 22 載熙 方○文 男

707 23 載熙 譚○綺 女

707 24 載熙 林○廷 男

707 25 載熙 李○霆 男

707 26 載熙 游○堯 男

707 28 載熙 巫○豪 男

707 29 載熙 黃○婷 女

708 02 載熙 趙○語 女

708 03 載熙 劉○平 男

708 04 載熙 林○樂 女

708 05 載熙 廖○羽 女

708 06 載熙 劉○瑄 女

708 07 載熙 張○庭 女

708 08 載熙 馮○萱 女

708 09 載熙 戴○宇 男

708 10 載熙 鄒○彤 男

708 12 載熙 陳○培 男

708 13 載熙 羅○婷 女

708 14 載熙 鄭○淇 女

708 15 載熙 林○蓁 女

708 16 載熙 姜○晨 男

708 18 載熙 歐○穎 女

708 19 載熙 張○愷 男

708 20 北門 林○綺 女

708 21 載熙 謝○淇 女



708 22 載熙 陸○妍 女

708 23 載熙 林○楨 女

708 24 載熙 陳○如 女

708 25 載熙 蔡○軒 男

708 26 載熙 賴○丞 男

708 27 載熙 吳○昕 男

708 28 載熙 陳○芩 女

708 29 載熙 徐○美 女

708 30 載熙 闕○安 男

709 01 載熙 黃○寰 男

709 03 載熙 黃○德 男

709 05 載熙 高○華 男

709 06 載熙 紀○辰 女

709 11 載熙 莊○媗 女

709 12 載熙 戴○婕 女

709 13 載熙 林○涵 女

709 14 曙光 郭○婕 女

709 15 載熙 梁○吉 男

709 16 載熙 戴○贊 男

709 18 載熙 張○滋 女

709 22 載熙 梁○祥 男

709 23 載熙 李○諺 男

709 24 載熙 袁○凡 男

709 25 載熙 黃○昕 男

709 26 載熙 魏○杰 男

709 27 載熙 蔡○庭 女

709 28 載熙 劉○纖 男

709 29 載熙 簡○宇 男

710 01 載熙 謝○安 男

710 03 載熙 邱○廷 男

710 04 載熙 張○雲 女

710 06 載熙 趙○澤 男

710 07 載熙 王○菲 女

710 08 載熙 王○妤 女

710 09 載熙 彭○程 男

710 10 載熙 劉○璟 男

710 11 載熙 曾○家 女

710 12 載熙 郭○妤 女



710 13 舊社 蔡○熙 女

710 14 舊社 吳○葶 女

710 15 民富 陳○希 女

710 18 北門 吳○緯 男

710 19 舊社 游○穎 女

710 20 舊社 林○宇 男

710 21 舊社 吳○瑜 女

710 22 舊社 劉○妤 女

710 23 舊社 鄭○琪 女

710 24 舊社 鄭○妮 女

710 25 舊社 鄭○畇 女

710 26 舊社 鄭○瑋 男

710 27 舊社 孫○妍 女

710 28 舊社 林○輗 女

711 01 舊社 楊○芸 女

711 02 舊社 鐘○蝶 女

711 03 舊社 林○廷 男

711 05 舊社 黎○程 男

711 06 舊社 陳○恩 男

711 07 舊社 劉○廉 男

711 08 舊社 林○庭 女

711 09 舊社 温○瑄 女

711 10 舊社 翁○麒 男

711 11 舊社 彭○萱 女

711 12 舊社 張○翔 男

711 13 舊社 葉○熏 男

711 14 舊社 葉○睿 男

711 15 舊社 林○頤 女

711 16 舊社 張○恩 男

711 17 舊社 曾○綸 男

711 18 舊社 黃○軒 男

711 19 舊社 莊○慈 女

711 20 舊社 邱○溥 男

711 21 舊社 林○庭 男

711 22 舊社 周○瑜 女

711 23 舊社 李○恩 男

711 24 舊社 黃○蓁 女

711 26 舊社 蔡○庭 女



711 27 舊社 王○逸 男

711 28 舊社 王○廣 男

711 30 舊社 張○葳 女

712 01 舊社 劉○庭 女

712 02 舊社 魏○慶 男

712 04 舊社 古○銘 男

712 05 舊社 許○恩 男

712 06 舊社 林○逸 男

712 08 舊社 林○瀚 男

712 09 舊社 梁○浚 男

712 10 舊社 鄭○峰 男

712 12 舊社 謝○廷 男

712 14 舊社 張○芸 女

712 15 舊社 鄭○潔 女

712 16 舊社 許○仁 男

712 17 舊社 賴○諺 男

712 18 舊社 卓○姍 女

712 19 舊社 楊○琪 女

712 20 舊社 嚴○辰 男

712 21 舊社 林○君 女

712 22 舊社 張○賀 男

712 24 舊社 張○愷 男

712 25 舊社 鄭○定 男

712 26 舊社 徐○瑜 女

712 27 舊社 秦○妤 女

712 28 舊社 尤○敏 女

712 29 舊社 尤○悦 女

712 30 舊社 黃○晴 女

713 01 舊社 周○潔 女

713 02 舊社 郭○菲 女

713 03 舊社 陳○陞 男

713 04 舊社 張○岑 女

713 05 舊社 楊○鈗 男

713 06 舊社 李○敦 男

713 07 舊社 鄭○茹 女

713 08 舊社 劉○祤 男

713 09 舊社 劉○喬 女

713 13 舊社 陳○榮 男



713 16 東門 曾○晴 女

713 17 北門 蔡○翔 男

713 18 虎林 林○晴 女

713 19 虎林 周○錚 女

713 20 虎林 周○儒 女

713 21 香山 吳○蕎 女

713 22 香山 吳○蕓 女

713 23 香山 徐○毅 男

713 24 頂埔 蔡○元 男

713 25 頂埔 曾○齊 男

713 26 頂埔 陳○柔 女

713 27 頂埔 周○揚 男

713 28 頂埔 林○禎 女

713 29 北門 朱○濬 男

713 30 朝山 王○婷 女

714 01 西門 巫○叡 男

714 04 曙光 陳○ 男

714 13 曙光 楊○希 男

714 15 曙光 戴○微 女

714 16 曙光 顧○瑜 男

714 17 虎林 王○程 男

714 18 舊社 彭○芸 女

714 19 舊社 白○維 男

714 20 載熙 林○諺 男

714 21 載熙 劉○秀 女

714 23 舊社 宋○家 男

714 24 載熙 高○辰 男

714 25 舊社 郭○寧 女

714 26 載熙 高○婕 女

714 27 東門 紀○騰 男

714 28 載熙 王○成 男

714 30 東門 陳○加 男

715 01 北門 翁○茵 女

715 02 北門 張○凱 男

715 04 曙光 張○涵 女

715 05 北門 王○勛 男

715 06 西門 鍾○勳 男

715 07 舊社 楊○茜 女



715 08 舊社 徐○家 男

715 09 北門 林○傑 男

715 10 載熙 黃○家 女

715 11 茄苳 林○廷 男

715 12 載熙 施○庭 男

715 13 舊社 古○雯 女

715 15 北門 范○毓 女

715 16 載熙 廖○茹 女

715 18 舊社 劉○晴 女

715 21 舊社 袁○惠 女

715 23 舊社 游○淇 女

715 24 舊社 許○鈞 男

715 25 北門 周○萱 女

715 26 舊社 甘○銓 男

715 27 舊社 劉○希 女

715 29 載熙 彭○睿 男

715 30 北門 王○涵 女

716 02 西門 黃○晴 女

716 03 舊社 陳○僑 女

716 04 北門 陳○安 男

716 06 舊社 彭○喬 女

716 07 舊社 彭○恩 女

716 08 舊社 黃○倫 男

716 09 舊社 鄭○瀚 男

716 10 舊社 陳○毅 男

716 12 舊社 黃○昀 女

716 13 舊社 王○彤 女

716 15 載熙 蘇○雯 女

716 16 載熙 孫○仁 男

716 18 北門 蕭○恩 女

716 19 舊社 曾○家 男

716 20 舊社 劉○德 男

716 21 北門 廖○嫻 女

716 24 民富 林○峰 男

716 25 北門 M○RIA JHANA 女

716 26 西門 蔡○惠 女

716 27 苗栗斗煥 彭○茹 女

716 28 桃園樂善 耿○恬 女



716 29 桃園樂善 耿○恬 女

716 30 宜蘭羅東 藍○寬 男

717 03 竹縣十興 陳○維 男

717 05 竹縣竹北 林○彤 女

717 10 康乃薾 曹○白 男

717 15 康橋 駱○竹 女

717 20 竹縣芎林 劉○雋 男

717 21 竹縣新社 吳○瑄 女

717 22 竹縣新社 馬○澤 男

717 23 竹縣新社 林○潔 女

717 25 竹縣新埔 葉○卉 女

717 26 北市萬芳 王○婷 女

717 27 竹縣文山 江○安 女

717 28 新北榮富 詹○銘 男

718 06 民富 莊○軒 男

718 07 民富 余○恩 男

718 09 民富 林○豪 男

718 10 民富 蔡○巾 女

718 12 民富 鄭○芮 女

718 16 民富 張○綾 女

718 17 民富 莊○丞 男

718 19 民富 陳○銘 男

718 22 民富 孫○樹 男

718 24 民富 何○妍 女

718 27 西門 張○汎 女

718 29 西門 李○辰 男

718 30 西門 陳○禛 女

719 02 西門 盧○緯 男

719 09 附小 蘇○睿 男

719 10 南寮 劉○均 女

719 11 南寮 駱○欣 女

719 12 南寮 黃○菁 女

719 14 南寮 張○浩 男

719 16 香山 任○涵 女

719 17 香山 蔡○樺 男

719 19 頂埔 陳○安 男

719 30 曙光 黃○鈞 男

720 01 三民 文○軒 男



720 02 三民 吳○杰 男

720 03 載熙 梁○涵 女

720 04 北門 曾○銘 男

720 05 北門 彭○程 男

720 06 民富 吳○諭 男

720 07 民富 潘○語 女

720 08 載熙 黃○珍 女

720 09 載熙 林○婷 女

720 10 載熙 范○怡 女

720 11 載熙 林○妃 女

720 12 載熙 郭○諺 男

720 13 載熙 許○碩 男

720 14 載熙 陳○軒 男

720 15 載熙 陳○羽 女

720 16 載熙 林○韜 男

720 17 載熙 吳○瑀 女

720 18 載熙 王○郁 女

720 19 載熙 馮○頤 男

720 20 舊社 陳○霖 男

720 21 舊社 何○宇 男

720 22 舊社 黃○齊 男

720 23 舊社 曾○彥 男

720 24 舊社 湯○茹 女

720 25 民富 林○亞 女

720 26 北門 陳○安 男

720 27 舊社 張○禎 女

720 28 載熙 鄭○安 男

720 29 舊社 許○穎 男

720 30 載熙 郭○奇 男

721 03 曙光 王○安 女

721 04 新竹 陳○羽 女

721 05 舊社 邱○茵 女

721 06 民富 歐○呈 男

721 07 南寮 湯○鈞 男

721 08 西門 葉○茹 女

721 09 頂埔 施○堯 男

721 10 東門 徐○妤 女

721 11 建功 米○祐 男



721 12 三民 徐○平 男

721 13 竹縣光明 莊○富 男

721 14 三民 李○豪 男

721 15 竹縣田寮 鄒○珍 女

721 16 三民 蘇○登 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