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71Y024 國一1 24 劉Ｏ伶 數學 子三1

71Y037 國一1 37 陳Ｏ新 生物,ESL 子三1 英語 子三1

71Y054 國一2 05 侯Ｏ惠 數學 子三1

71Y066 國一2 17 饒Ｏ慈 數學 子三1

71Y070 國一2 21 李Ｏ廷 ESL 子三1

71Y073 國一2 24 林Ｏ凱 ESL 子三1

71Y079 國一2 30 梁Ｏ宇 ESL 子三1

71Y091 國一2 42 蔡Ｏ辰 數學,ESL 子三1

71Y092 國一2 43 蔡Ｏ均 數學 子三1

71Y096 國一2 47 羅Ｏ謙 ESL 子三1

71Y101 國一3 04 吳Ｏ芳 數學 子三1

71Y109 國一3 12 林Ｏ葳 ESL 子三1

71Y110 國一3 13 林Ｏ辰 數學,ESL 子三1

71Y120 國一3 23 陸Ｏ瑄 數學 子三1

71Y126 國一3 29 劉Ｏ涵 數學 子三1

71Y131 國一3 34 戴Ｏ芸 數學 子三1

71Y143 國一3 46 陳Ｏ銓 ESL 子三1

71Y155 國一4 09 曾Ｏ茹 生物 子三1

71Y160 國一4 14 謝Ｏ妤 ESL 子三1

71Y163 國一4 17 羅Ｏ妤 數學,生物 子三1

71Y170 國一4 24 周Ｏ岐 數學,生物 子三1

71Y174 國一4 28 徐Ｏ昊 生物 子三1 公民 子三1

71Y180 國一4 34 郭Ｏ毅 ESL 子三1 英語,公民 子三1

71Y181 國一4 35 陳Ｏ豐 生物 子三1 公民 子三1

71Y183 國一4 37 陳Ｏ廷 ESL 子三1

71Y187 國一4 41 黃Ｏ睿 數學,ESL 子三1

71Y212 國一5 18 白Ｏ毅 生物 子三1

71Y231 國一5 37 陳Ｏ昂 數學 子三1

71Y246 國一6 06 張Ｏ綺 生物 子三1

71Y257 國一6 17 蔡Ｏ青 數學 子三1

71Y259 國一6 19 汪Ｏ叡 數學 子三1

71Y260 國一6 20 林Ｏ楷 數學,ESL 子三1

71Y264 國一6 24 張Ｏ奕 ESL 子三1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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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71Y268 國一6 28 陳Ｏ駿 國文,數學,生物 子三1

71Y274 國一6 34 黃Ｏ惟
國文,數學,生

物,ESL
子三1 歷史 子三1

71Y279 國一6 39 葉Ｏ佑 ESL 子三1

71Y282 國一6 42 廖Ｏ翔 ESL 子三1

71Y284 國一6 44 蔡Ｏ宥 數學,ESL 子三1

71Y286 國一6 46 鄭Ｏ中 數學 子三1

71Y306 國一7 19 王Ｏ濬 數學 子三1

71Y315 國一7 28 林Ｏ富 ESL 子三1

71Y326 國一7 39 陳Ｏ儒 數學 子三1

71Y335 國一7 48 謝Ｏ熹 ESL 子三1

71Y352 國一8 17 吳Ｏ儒 ESL 子三1

71Y465 國一10 36 游Ｏ儒 ESL 子三1

71Y496 國一11 19 王Ｏ誠 ESL 子三1

71Y498 國一11 21 李Ｏ叡 ESL 子三1

71Y509 國一11 32 胡Ｏ齊 ESL 子三1

71Y536 國一12 11 郭Ｏ維 數學 子三1

71Y580 國一13 07 徐Ｏ婷 數學 美三3

71Y605 國一13 32 胡Ｏ瑞 國文,生物 美三3

71Y628 國一14 06 張Ｏ鈴 數學 美三3

71Y629 國一14 07 張Ｏ筠 數學 美三3

71Y631 國一14 09 陳Ｏ筠 數學,生物 美三3

71Y632 國一14 10 黃Ｏ霓 數學,生物,ESL 美三3

71Y635 國一14 13 蔡Ｏ佐 數學,生物 美三3

71Y640 國一14 18 蘇Ｏ芝 數學,生物,ESL 美三3

71Y648 國一14 26 張Ｏ瑜 數學 美三3

71Y652 國一14 30 陳Ｏ憲 數學,生物 美三3

71Y672 國一15 02 王Ｏ妮 ESL 美三3

71Y673 國一15 03 吳Ｏ玲 數學 美三3

71Y679 國一15 09 施Ｏ芸 數學 美三3

71Y680 國一15 10 施Ｏ文 數學 美三3

71Y681 國一15 11 陳Ｏ維 數學 美三3

71YO01 國一15 13 陳Ｏ榮 數學,ESL 美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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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71Y685 國一15 16 顏Ｏ嫺 數學 美三3

71Y689 國一15 20 何Ｏ韋 ESL 美三3

71Y699 國一15 30 洪Ｏ登 國文,生物,ESL 美三3

71Y705 國一15 36 陳Ｏ豐 數學 美三3

71Y736 國一16 19 賴Ｏ榆 數學 美三3

71Y737 國一16 20 王Ｏ翔 數學 美三3

71Y752 國一16 35 張Ｏ正 數學,ESL 美三3 英語 子三1

71Y760 國一16 43 趙Ｏ鈞 數學 美三3

71Y765 國一16 48 嚴Ｏ煜 ESL 美三3

71Y770 國一17 05 李Ｏ安 數學 美三3

71Y789 國一17 24 顏Ｏ安 國文,數學,生物 美三3

71Y791 國一17 26 伍Ｏ霖 國文,數學 美三3

71Y798 國一17 33 汪Ｏ胤 ESL 美三3 英語 子三1

71Y799 國一17 34 周Ｏ毅 數學 美三3

71Y813 國一17 48 顏Ｏ宸 數學 美三3

71Y816 國一18 02 吳Ｏ歆 數學 美三3

71Y826 國一18 12 陽Ｏ臻 數學,生物 美三3

71Y846 國一18 32 陳Ｏ為 英語 子三1

71YR01 國一18 36 古Ｏ沂 數學 美三3

71YR02 國一18 48 林Ｏ珊 數學 美三3

71Y885 國一19 24 吳Ｏ毅 生物 美三3

71Y894 國一19 33 胡Ｏ錩 生物 美三3

71Y903 國一19 42 楊Ｏ帆 ESL 美三3

71Y906 國一19 45 廖Ｏ綸 數學 美三3

71Y907 國一19 46 劉Ｏ允 生物 美三3

71YS02 國一19 48 蔡Ｏ佑 國文,數學,ESL 美三3

71Y922 國一20 15 賴Ｏ慈 國文 美三3

71Y926 國一20 19 王Ｏ皓 英語 子三1

71Y932 國一20 25 林Ｏ廷 ESL 美三3

71Y933 國一20 26 洪Ｏ竣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71YT02 國一20 47 游Ｏ暉 英語 子三1

61Y006 國二1 06 吳Ｏ潔 公民 子三1

61Y025 國二1 25 黃Ｏ均 公民 子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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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61Y985 國二1 33 張Ｏ鈞 公民 子三1

61Y037 國二1 37 沈Ｏ磊 公民 子三1

61Y042 國二1 42 陳Ｏ銘 歷史 美三3 數學,公民 子三1

61Y043 國二1 43 陳Ｏ翔 公民 子三1

61Y054 國二2 05 林Ｏ圩 數學 子三1

61Y060 國二2 11 郭Ｏ凡 數學 子三1

61Y066 國二2 17 薛Ｏ儒 數學 子三1

61Y072 國二2 23 吳Ｏ翔 數學 子三1

61Y075 國二2 26 林Ｏ鴻 數學 子三1

61Y088 國二2 39 楊Ｏ澤 數學 子三1

61Y091 國二2 42 葉Ｏ泓 數學 子三1

61Y092 國二2 43 廖Ｏ桓 數學 子三1

61Y095 國二2 46 羅Ｏ宸 數學,公民 子三1

61Y103 國二3 07 李Ｏ儀 數學 子三1

61YC01 國二3 20 范Ｏ頡 化學 美三3

61Y117 國二3 21 劉Ｏ芸 化學 美三3 數學 子三1

61Y120 國二3 24 蔡Ｏ宸 數學 子三1

61Y124 國二3 28 賴Ｏ絜 數學 子三1

61Y125 國二3 29 簡Ｏ瑩 數學,公民 子三1

61Y126 國二3 30 田Ｏ甫 歷史 美三3

61Y129 國二3 33 吳Ｏ硯 歷史 美三3 數學 子三1

61Y137 國二3 41 粘Ｏ愿 數學 子三1

61Y140 國二3 44 潘Ｏ碩 歷史 美三3 數學 子三1

61Y141 國二3 45 賴Ｏ恒 英語,數學 子三1

61Y151 國二4 06 阮Ｏ涵 數學 子三1

61Y152 國二4 07 林Ｏ君 地理 廣三1

61YD01 國二4 08 徐Ｏ蔚 數學 子三1

61Y493 國二4 10 陳Ｏ碩 地理,化學 廣三1 英語,公民,ESL 子三1

61Y160 國二4 15 楊Ｏ穎 地理 廣三1

61Y162 國二4 17 鄭Ｏ軒 歷史,化學 廣三1 數學 子三1

61Y169 國二4 24 李Ｏ峯 英語,ESL 子三1

61Y170 國二4 25 林Ｏ儒 地理,化學 廣三1 數學,公民,ESL 子三1

61Y173 國二4 28 張Ｏ荏 地理 廣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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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61Y177 國二4 32 許Ｏ彥 ESL 子三1

61Y180 國二4 35 陳Ｏ霖 歷史,化學 廣三1 英語,公民,ESL 子三1

61Y184 國二4 39 黃Ｏ祐 地理 廣三1

61Y186 國二4 41 楊Ｏ鈞 地理 廣三1 公民,ESL 子三1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187 國二4 42 劉Ｏ堂 公民,ESL 子三1

61Y188 國二4 43 劉Ｏ廷 地理 廣三1 公民 子三1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189 國二4 44 鄭Ｏ瑋 歷史,地理 廣三1
英語,數學,公

民,ESL
美三3

61Y192 國二4 47 蘇Ｏ盛 化學 廣三1 英語,ESL 美三3

61Y200 國二5 08 陳Ｏ云 數學 美三3

61Y212 國二5 20 方Ｏ弘 國文,地理,化學 廣三1 數學,公民 美三3

61Y221 國二5 29 林Ｏ厚 英語 美三3

61Y211 國二5 31 丁Ｏ恩 公民 美三3

61Y241 國二6 02 周Ｏ晴 數學 美三3

61Y248 國二6 09 陳Ｏ璇 地理 廣三1

61Y263 國二6 24 李Ｏ霖 公民 美三3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271 國二6 32 許Ｏ承 公民 美三3

61Y272 國二6 33 陳Ｏ辰 英語,公民 美三3

61Y274 國二6 35 黃Ｏ諺 地理 廣三1 公民,ESL 美三3

61Y275 國二6 36 楊Ｏ賢 地理 廣三1 英語,數學,公民 美三3

61Y282 國二6 43 謝Ｏ里 地理 廣三1 數學,公民 美三3

61Y285 國二6 46 蘇Ｏ愷 數學,公民 美三3

61Y286 國二6 47 蘇Ｏ文 英語,數學 美三3

61Y310 國二7 24 李Ｏ昇 國文 廣三1

61Y314 國二7 28 林Ｏ敍 地理 廣三1 數學 美三3

61Y336 國二8 03 林Ｏ岑 公民 美三3

61Y355 國二8 22 朱Ｏ穎 公民,ESL 美三3

61Y357 國二8 24 宋Ｏ崧 公民 美三3

61Y360 國二8 27 李Ｏ龍 ESL 美三3

61Y374 國二8 41 楊Ｏ皓 公民 美三3

61Y375 國二8 42 潘Ｏ軒 公民 美三3

61Y376 國二8 43 潘Ｏ軒 地理 廣三1 ESL 美三3

61Y377 國二8 44 蔡Ｏ豎 地理 廣三1 公民,ESL 美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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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61YH02 國二8 48 蔡Ｏ邦 公民 美三3

61Y497 國二11 25 林Ｏ典 歷史,地理 廣三1 英語,數學 美三3

61Y503 國二11 31 曹Ｏ維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509 國二11 37 楊Ｏ諄 數學 美三3

61Y590 國二13 23 王Ｏ傑 ESL 美三3

61Y592 國二13 25 吳Ｏ承 國文,化學 廣三1 公民 美三3

61Y594 國二13 27 李Ｏ亮 公民 美三3

61Y596 國二13 29 林Ｏ貴 英語 美三3

61Y600 國二13 33 張Ｏ瑋 國文,化學 廣三1 英語,公民 美三3

61Y601 國二13 34 許Ｏ與 公民,ESL 美三3

61Y609 國二13 42 董Ｏ羿 國文,歷史,化學 廣三1 英語,公民,ESL 美三3

61Y614 國二13 47 鄭Ｏ綸 公民 美三3

61Y616 國二13 49 凃Ｏ宇 ESL 美三3

61Y653 國二14 37 陳Ｏ佑 化學 廣三1 數學 美三3

61Y655 國二14 39 黃Ｏ宇 化學 廣三1 數學 美三3

61Y659 國二14 43 蔡Ｏ勳 化學 廣三1

61Y660 國二14 44 蔡Ｏ翰 化學 廣三1 英語,數學 美三3

61Y662 國二14 46 蔡Ｏ翔 英語 美三3

61Y670 國二15 06 陳Ｏ熏 數學 美三3

61Y674 國二15 10 楊Ｏ嫺 數學 美三3

61Y675 國二15 11 楊Ｏ雯 國文 廣三1 數學 美三3

61Y679 國二15 15 蔡Ｏ蓉 數學 美三3

61Y690 國二15 26 林Ｏ翊 數學 廣三1

61Y697 國二15 33 許Ｏ輔 數學 廣三1

61Y701 國二15 37 陳Ｏ名 數學 廣三1

61Y712 國二15 48 饒Ｏ嘉 數學 廣三1

61Y722 國二16 10 陳Ｏ棋 地理 廣三1

61YP01 國二16 13 石Ｏ佳 地理 廣三1

61Y728 國二16 16 賴Ｏ妤 地理 廣三1

61Y729 國二16 17 顏Ｏ儒 地理 廣三1

61Y731 國二16 19 王Ｏ誠 英語 廣三1

61Y733 國二16 21 白Ｏ儒 地理 廣三1

61Y734 國二16 22 何Ｏ儒 英語 廣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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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61Y738 國二16 26 洪Ｏ皓 地理 廣三1

61Y740 國二16 28 紀Ｏ晨 英語,ESL 廣三1

61Y749 國二16 37 彭Ｏ翰 歷史,地理 廣三1 ESL 廣三1

61Y755 國二16 43 詹Ｏ凱 地理 廣三1

61Y759 國二16 47 謝Ｏ傑 國文,歷史,地理 廣三1 英語,數學 廣三1

61Y781 國二17 21 賴Ｏ竹 英語 廣三1

61Y794 國二17 34 曾Ｏ霖 公民 廣三1

61Y795 國二17 35 曾Ｏ恩 ESL 廣三1

61Y804 國二17 44 蔡Ｏ山 地理,化學 廣三1 公民 廣三1

61Y806 國二17 46 温Ｏ睿
國文,歷史,地理,

化學
廣三1 公民 廣三1

61YQ01 國二17 47 洪Ｏ鈞 英語,ESL 廣三1

61Y819 國二18 13 趙Ｏ均 英語 廣三1

61Y821 國二18 15 蔡Ｏ玫 地理 廣三1

61Y826 國二18 20 江Ｏ澄 ESL 廣三1

61Y827 國二18 21 江Ｏ誠 國文,地理,化學 廣三1 英語,數學,ESL 廣三1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829 國二18 23 吳Ｏ翰 公民 廣三1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R03 國二18 24 郭Ｏ姀 化學 廣三1 數學,公民 廣三1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831 國二18 25 李Ｏ宇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839 國二18 33 張Ｏ維 ESL 廣三1

61Y841 國二18 35 陳Ｏ誌 地理 廣三1

61Y842 國二18 36 陳Ｏ翔 英語,ESL 廣三1

61Y849 國二18 43 蔡Ｏ儒 ESL 廣三1

61Y851 國二18 45 韓Ｏ安 地理 廣三1 公民 廣三1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857 國二19 03 林Ｏ澐 數學,公民 廣三1

61Y858 國二19 04 金Ｏ婕 英語,數學,公民 廣三1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詳見注意事項

61Y859 國二19 05 徐Ｏ婕 公民 廣三1

61Y878 國二19 24 林Ｏ辰 數學 廣三1

61Y883 國二19 29 徐Ｏ謙 數學,ESL 廣三1

61Y884 國二19 30 張Ｏ楷 數學,公民 廣三1

61Y892 國二19 38 黃Ｏ達 數學 廣三1

61Y893 國二19 39 楊Ｏ閔 數學 廣三1

61Y894 國二19 40 楊Ｏ翔 英語,數學 廣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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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補評量 學生名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國中部補行評量7/24(三)7/24(三)7/24(三)7/24(三)，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請著制服，攜帶學生證應考。 240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二節 考場 第三,四節 考場 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 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找任課老師

★ 有★ 有★ 有★ 有「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其他科目」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的學生，注意事項：

            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7/29(一)當天，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下列科目則依時間到指定地點找老師報到，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逾時不候。。。。

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1. 國二4視覺藝術 12:30  12:30  12:30  12:30 至 至 至 至 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明教2F通識辦公室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找林宇涵老師

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2. 國一20、國二11視覺藝術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 12:50至明教2F通識科辦公室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找葉珊伶老師

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3. 國二體育 12:35 12:35 12:35 12:35 至 至 至 至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中正台(後面2F)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體育老師辦公室找王金盛老師

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4. 國二18閱讀，寫國文大滿貫第一及第四冊，須自行批改更正。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當天繳給李美慧老師

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5. 國二6閱讀，請補足13本閱讀本，當天去找陳姝娟老師

61YS01 國二19 48 曾Ｏ棻 數學 廣三1

61Y906 國二20 05 姚Ｏ妍 ESL 廣三1

61Y916 國二20 15 鄭Ｏ妮 化學 廣三1

61Y920 國二20 19 王Ｏ翔 化學 廣三1 英語,ESL 廣三1

61Y921 國二20 20 王Ｏ信 ESL 廣三1

61Y922 國二20 21 朱Ｏ豪 地理,化學 廣三1
英語,數學,公

民,ESL
廣三1

61Y933 國二20 32 曹Ｏ隅 數學 廣三1

61Y939 國二20 38 陳Ｏ丰 ESL 廣三1

61Y942 國二20 41 曾Ｏ楷 ESL 廣三1

61Y943 國二20 42 黃Ｏ謙 英語 廣三1

61Y946 國二20 46 劉Ｏ愷 ESL 廣三1

61Y948 國二20 48 邱Ｏ愷 ESL 廣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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