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25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地球科學Ⅰ(美)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02-03 116-23 114-24 108-31
林○安 林○薇 侯○妤 詹○縈

地球科學Ⅰ(美)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02-01 116-17 114-14 108-13
周○樂 賴○熏 黃○尉 楊○華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18-32 116-16 114-12 108-04
黃○婷 蔡○育 陳○捷 朱○智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18-17 116-10 112-03 104-33
羅○程 莊○綸 林○任 劉○慈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18-09 114-26 112-01 104-11
柯○堉 胡○瑜 吳○謙 陳○元

地球科學Ⅰ(美)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102-06 118-08 114-25 110-16 104-07
陳○安 邵○祐 柯○聿 黃○文 張○亨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1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29 210-14 210-24 304-14 308-02 318-02
許○容 陳○佑 駱○軒 盧○志 余○鋐 方○成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30 210-01 210-18 310-04 309-17 309-10
黃○淨 方○堯 黃○揚 胡○誠 林○臻 卜○語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25 210-05 210-27 309-21 310-02 305-13
顏○倫 宋○豪 周○瑾 辜○菱 李○廷 謝○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26 210-21 210-15 309-24 313-35 318-12
方○恩 楊○傑 陳○儒 黃○雯 魏○棋 唐○鈞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20 210-06 210-23 318-11 316-22 316-06
楊○億 李○伊 蔡○峻 洪○燁 李○嬅 施○豪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語文表達與傳Ⅰ
210-17 210-08 303-32 309-03 313-17 309-01
陳○壬 林○亨 吳○姿 洪○恩 陳○誠 王○杰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1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1-27 212-07 211-31 212-27 211-21 211-14
林○辰 邱○謙 黃○恩 李○婷 歐○豪 黃○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2-26 211-01 212-29 212-12 212-02 211-15
李○誼 王○潼 洪○綺 郭○翊 吳○豐 楊○恩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2-18 211-26 212-21 212-16 211-20 211-06
楊○旭 吳○婷 蔡○增 陸○均 劉○均 康○晟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2-03 212-13 211-25 213-02 212-05 212-09
吳○安 陳○丞 謝○修 伍○育 林○瑋 洪○維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1-12 212-06 212-17 212-14 212-30 211-13
陳○蒝 林○澄 曾○嘉 陳○嘉 陳○喬 曾○彥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2-10 212-01 212-04 211-23 212-24 211-11
莊○澄 吳○暘 李○賓 賴○恩 羅○慈 陳○宏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1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4-04 213-12 213-07 213-27 214-25 214-32
吳○正 陳○竹 林○傑 林○諄 王○云 鄭○儀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3-11 214-19 213-28 213-10 213-31 213-18
許○捷 陳○堂 洪○恩 莊○丞 黃○婧 黃○堯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3-16 213-30 214-26 214-24 214-21 214-13
黃○昇 陳○莘 李○瑜 葉○鑫 曾○凱 張○儐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3-14 214-06 213-23 214-23 214-28 213-15
陳○勳 李○穎 鄭○瀚 楊○安 馬○欣 游○賢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4-16 213-20 213-21 213-29 213-22 214-12
莊○諺 董○愷 劉○鑫 張○瑄 歐○華 洪○碩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4-01 214-18 214-22 213-05 214-17 214-05
王○富 許○福 黃○偉 周○德 許○愷 吳○軒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1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6-20 216-08 215-21 216-11 216-18 216-32
吳○妤 郭○正 洪○莉 黃○舒 王○萱 彭○肜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6-17 216-28 216-25 216-21 215-03 216-29
王○禕 梁○熒 林○蕾 吳○褕 林○葦 陳○瑜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6-15 215-05 215-31 215-13 216-36 215-06
蘇○右 莊○樂 詹○蔚 黃○睿 潘○慈 莊○安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6-35 215-24 216-34 216-27 215-32 215-04
劉○岑 許○綺 楊○瑀 侯○綾 劉○汝 高○為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6-24 216-14 216-31 216-09 216-23 216-04
汪○佑 顏○哲 陳○瑜 陳○行 李○楨 施○翔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5-02 215-33 216-12 215-27 216-01 216-02
李○勳 鄭○喬 謝○佑 陳○昕 尹○翔 何○良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1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7
考試時間： 0810~09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8-07 217-09 218-35 218-33 217-35 218-05
許○鈞 洪○瑋 劉○璇 陳○玥 謝○綺 張○喆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7-10 217-22 218-08 218-24 218-20 217-04
徐○堯 宋○蔓 郭○霆 林○妤 吳○廷 呂○霖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7-31 218-14 219-29 217-08 217-21 217-36
廖○辰 劉○軒 金○瑜 柯○諺 吳○勳 魏○恩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8-19 217-07 219-28 218-36 217-19 217-28
吳○霓 林○恩 林○伶 潘○吟 史○幼 陳○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7-34 217-03 218-32 217-30 218-02 218-27
謝○珊 吳○翰 陳○辰 董○儀 王○承 姜○妤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219-23 217-18 217-27 217-12 217-15 217-32 219-02
鍾○魁 王○姍 陳○孜 張○翔 羅○城 蔣○珉 王○宸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6-29 105-10 104-32 102-28 102-04 101-17
陳○文 陳○安 劉○廷 鄭○希 柯○圻 陳○希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6-27 105-09 104-23 102-27 102-03 101-11
陳○心 陳○宇 吳○賢 蔡○庭 林○安 林○妤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6-25 105-07 103-33 102-13 102-02 101-09
郭○伶 張○翔 劉○慈 張○榕 林○廷 吳○茵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6-04 105-06 103-30 102-07 101-26 101-07
林○澄 洪○凱 陳○伶 蔡○恩 謝○安 余○恩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5-33 104-35 103-08 102-06 101-25 101-04
謝○婷 蘇○蓁 林○寰 陳○安 鄒○麟 張○德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05-29 104-33 102-29 102-05 101-18 101-02
潘○慈 劉○慈 鄭○倫 徐○廉 陳○蓉 王○翔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10 112-10 111-22 110-28 109-15 108-09
曾○霆 曾○翔 呂○綺 鄭○宣 楊○翔 郭○儒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08 112-09 111-13 110-18 109-01 108-05
陳○宇 陳○宥 陳○皓 鍾○勳 古○玄 江○逸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07 112-04 111-10 110-13 108-23 107-23
許○程 林○寬 陳○宇 莊○甫 沈○瑜 周○柔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05 112-03 111-01 110-07 108-22 107-09
林○原 林○任 吳○震 林○宇 沈○禾 范○豪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04 112-01 110-32 109-32 108-13 107-06
周○安 吳○謙 羅○庭 鄭○容 楊○華 邱○銓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3-01 111-27 110-30 109-26 108-10 107-02
王○瀚 莊○昕 賴○睿 陳○甄 陳○其 吳○綸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7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8-19 117-26 116-35 116-10 115-03 113-33
丁○媗 高○嫣 蔡○珊 莊○綸 林○呈 鄭○姍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8-09 117-19 116-30 116-09 115-02 113-30
柯○堉 江○紜 陳○慈 梁○宏 余○杰 黃○涵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8-08 117-17 116-29 115-27 114-34 113-29
邵○祐 蔡○崴 許○茵 張○妤 黃○慧 陳○真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8-07 117-15 116-18 115-24 114-20 113-21
周○宏 劉○聰 謝○弘 李○恩 吳○榛 杜○諠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7-28 117-13 116-17 115-17 114-14 113-17
陳○儀 黃○雁 賴○熏 蔣○翔 黃○尉 蘇○丞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英語文Ⅰ
118-34 117-27 117-09 116-12 115-11 114-04 113-16
董○均 張○家 郭○熙 許○瑜 曾○儒 汪○瑜 韓○丞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1-04 315-04 313-12 312-35 311-02 314-13
許○榕 周○亨 洪○澤 林○豪 吳○廷 許○恩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4-20 312-03 314-29 312-07 312-01 315-01
毛○鋐 王○亮 張○玟秀 呂○豐 力○閎 古○宥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3-40 313-45 313-22 313-35 314-30 314-32
黃○智 林○雅 傅○評 魏○棋 陳○倪 陳○雯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1-17 314-04 312-08 311-24 312-38 314-21
許○澤 宋○偉 李○頡 黃○閔 盛○欣 王○妤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1-06 312-33 312-06 314-15 311-31 312-32
李○翰 鍾○宇 方○宇 陳○翰 顏○盛 謝○峯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3-31 314-35 312-44 313-17 314-24 313-02
謝○凱 趙○琦 王○淇 陳○誠 王○逸 王○雍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1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5-16 317-23 318-01 316-15 317-07
蕭○裕 施○儒 呂○豪 潘○友 孫○濬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5-36 315-17 315-32 317-08 317-02
蔡○耘 賴○家 黃○婷 涂○筑 朱○蔚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8-26 317-29 315-14 318-02 315-21
邱○霱 曾○喻 廖○穎 方○成 吳○臻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6-21 317-05 315-13 316-17 316-18
李○珊 林○同 黃○融 鄧○嘉 鮑○偉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5-35 317-35 315-24 316-02 316-08
劉○妘 鄭○云 邱○寬 吳○謙 許○嘉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數學甲Ⅰ
318-07 317-32 317-31 316-16 318-15 318-10
劉○宏 黃○涵 黃○綺 蔡○駿 陳○彤 凃○辰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0-16 212-13 211-17 213-23 210-08 210-22
陳○翰 陳○丞 滿○司 鄭○瀚 林○亨 廖○溥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0-07 213-06 210-10 212-12 213-29 211-15
林○勳 林○哲 林○宸 郭○翊 張○瑄 楊○恩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3-11 213-30 210-26 213-27 213-19 212-09
許○捷 陳○莘 方○恩 林○諄 楊○稑 洪○維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1-12 212-01 211-25 210-21 210-27 211-13
陳○蒝 吳○暘 謝○修 楊○傑 周○瑾 曾○彥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2-10 211-31 212-04 213-10 211-20 211-11
莊○澄 黃○恩 李○賓 莊○丞 劉○均 陳○宏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1-26 210-25 212-27 210-06 213-22 211-08
吳○婷 顏○倫 李○婷 李○伊 歐○華 梁○誠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29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7-22 216-34 217-21 217-36
宋○蔓 楊○瑀 吳○勳 魏○恩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7-10 214-06 217-08 214-21 215-26
徐○堯 李○穎 柯○諺 曾○凱 陳○涵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5-09 214-18 217-30 218-02 218-27
陳○廷 許○福 董○儀 王○承 姜○妤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6-24 217-11 216-12 217-32 215-04
汪○佑 張○瑋 謝○佑 蔣○珉 高○為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5-11 215-24 214-25 218-25 214-12
黃○庭 許○綺 王○云 林○靚 洪○碩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選修生物-細Ⅰ
215-18 214-26 213-31 214-32 214-05
李○縈 李○瑜 黃○婧 鄭○儀 吳○軒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2H 考試地點： 315 教室 應考人數： 1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307-06 306-29
樊○維 蔡○津

數學㇠Ⅰ 數學㇠Ⅰ
310-10 306-02
郭○蔚 白○宇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310-04 308-02 304-32
胡○誠 余○鋐 黃○恩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306-10 303-12 304-20
楊○叡 鍾○宸 洪○欣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308-15 306-22 306-16
李○倫 郭○瑀 李○蓉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304-06 310-13 306-06
張○維 周○佑 洪○展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3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8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4-16 212-01 215-21 215-17 213-19 211-15
莊○諺 吳○暘 洪○莉 李○怡 楊○稑 楊○恩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1-26 210-30 215-16 213-29 213-31 213-18
吳○婷 黃○淨 佘○瑄 張○瑄 黃○婧 黃○堯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5-11 213-20 213-21 212-14 215-27 214-13
黃○庭 董○愷 劉○鑫 陳○嘉 陳○昕 張○儐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3-12 210-10 213-27 213-05 210-27 211-06
陳○竹 林○宸 林○諄 周○德 周○瑾 康○晟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5-09 213-30 214-26 210-06 214-25 215-03 211-13
陳○廷 陳○莘 李○瑜 李○伊 王○云 林○葦 曾○彥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3-11 214-06 212-04 215-31 211-21 215-30 214-12
許○捷 李○穎 李○賓 詹○蔚 歐○豪 葉○涵 洪○碩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3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9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6-17 217-03 215-33 217-08 216-21 217-06
王○禕 吳○翰 鄭○喬 柯○諺 吳○褕 杜○昌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6-24 217-27 218-37 218-36 216-27 216-23
汪○佑 陳○孜 蔡○慧 潘○吟 侯○綾 李○楨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7-18 216-28 216-10 217-30 217-19 217-04
王○姍 梁○熒 黃○勁 董○儀 史○幼 呂○霖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7-10 217-09 217-11 217-12 217-15 216-18 217-36
徐○堯 洪○瑋 張○瑋 張○翔 羅○城 王○萱 魏○恩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7-31 217-22 218-35 216-34 216-12 218-25 217-28
廖○辰 宋○蔓 劉○璇 楊○瑀 謝○佑 林○靚 陳○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218-19 217-07 216-14 218-33 217-35 218-10 218-22
吳○霓 林○恩 顏○哲 陳○玥 謝○綺 陳○庭 李○芯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3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5-25 311-06 316-12 312-07 316-15 314-24
翁○嘉 李○翰 曾○毅 呂○豐 潘○友 王○逸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5-16 315-04 313-12 315-14 312-23 316-18
蕭○裕 周○亨 洪○澤 廖○穎 陳○偉 鮑○偉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5-36 316-03 315-34 311-24 316-29 311-03
蔡○耘 李○辰 葉○茵 黃○閔 梁○沅 吳○儒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2-11 311-27 312-08 315-13 311-33 316-08
林○澤 蔡○築 李○頡 黃○融 羅○鴻 許○嘉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2-28 312-02 312-06 315-24 311-31 315-01
黃○祐 王○竣 方○宇 邱○寬 顏○盛 古○宥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1-17 312-13 312-35 316-22 315-21 312-32
許○澤 洪○廷 林○豪 李○嬅 吳○臻 謝○峯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3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15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6-35 317-08
蒲○瑄 涂○筑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7-10 318-02
謝○安 方○成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7-05 316-02
林○同 吳○謙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9-14 317-31 317-07
黃○瑜 黃○綺 孫○濬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7-09 319-10 318-09
張○理 陳○泰 邱○密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選修物理-波Ⅰ
317-22 318-01 318-12
侯○伃 呂○豪 唐○鈞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3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28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07-06 309-10 116-23 108-23
樊○維 卜○語 林○薇 沈○瑜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08-02 304-20 114-24 108-04
余○鋐 洪○欣 侯○妤 朱○智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04-14 310-02 309-01 114-19 104-34
盧○志 李○廷 王○杰 向○葵 蕭○琪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10-04 303-21 118-08 112-12 104-33
胡○誠 陳○靜 邵○祐 黃○龍 劉○慈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04-25 305-09 118-06 111-13 104-18
楊○儀 黃○洋 李○辰 陳○皓 錢○廷

社會環境議題Ⅰ 社會環境議題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公民與社會Ⅰ
307-04 304-22 117-31 110-16 104-02
詹○弘 陳○妤 葉○彤 黃○文 朱○擇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1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音樂史Ⅲ 音樂史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201-25 101-09 213-30 213-23 207-03
謝○蓒 吳○茵 陳○莘 鄭○瀚 林○祥

音樂史Ⅲ 和聲Ⅲ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201-21 201-28 213-25 211-10 213-22
黃○婷 翁○珣 蕭○福 陳○安 歐○華

音樂史Ⅲ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201-16 207-30 211-17 207-33 211-14
涂○妏 蔡○真 滿○司 蘇○蓉 黃○翰

音樂史Ⅲ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201-14 217-10 217-11 213-10 211-13
施○妤 徐○堯 張○瑋 莊○丞 曾○彥

音樂史Ⅲ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201-13 213-12 213-07 217-12 211-11
林○珊 陳○竹 林○傑 張○翔 陳○宏

音樂史Ⅴ 音樂史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生物-探究BⅠ
301-19 101-17 213-06 215-24 207-32 215-06

張○心艾 陳○希 林○哲 許○綺 鍾○如 莊○安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30 104-23 104-11 104-01 103-28 103-17
陳○瑄 吳○賢 陳○元 王○宸 許○縈 楊○儀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29 104-22 104-09 103-34 103-25 103-14
郭○珉 吳○儀 許○璿 鄭○芸 洪○真 黃○棋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28 104-18 104-07 103-33 103-24 103-13
高○涵 錢○廷 張○亨 劉○慈 施○媜 傅○凱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27 104-15 104-06 103-32 103-23 103-08
徐○歆 楊○享 洪○尉 劉○珊 林○蔓 林○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26 104-13 104-04 103-30 103-22 103-03
胡○玫 黃○倫 宋○毅 陳○伶 林○晴 王○豪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4-25 104-12 104-02 103-29 103-21 103-01
林○蓮 陳○齊 朱○擇 郭○均 李○恩 于○平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9 106-23 106-10 105-32 105-22 105-07
陳○文 許○俞 黃○愷 鄭○琪 陳○煖 張○翔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8 106-22 106-08 105-31 105-21 105-06
陳○宇 李○卉 陳○亨 蔡○雩 郭○晴 洪○凱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7 106-21 106-05 105-30 105-16 105-05
陳○心 何○蓁 夏○憲 蔡○蓁 劉○曄 邱○倫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6 106-19 106-04 105-28 105-12 104-34
郭○螢 王○驛 林○澄 劉○蕙 陳○全 蕭○琪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5 106-18 105-34 105-24 105-09 104-32
郭○伶 蘇○安 鍾○如 曾○芯 陳○宇 劉○廷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6-24 106-16 105-33 105-23 105-08 104-31
許○琳 鍾○軒 謝○婷 陳○妤 郭○睿 曾○喬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5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25 108-13 107-28 107-19 107-06
洪○妤 楊○華 莊○婷 尤○勻 邱○銓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33 108-23 108-10 107-27 107-15 107-04
蔡○瑄 沈○瑜 陳○其 張○馨 歐○彝鈞 林○陞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32 108-22 108-05 107-26 107-13 107-02
蔡○庭 沈○禾 江○逸 胡○馨 楊○鈞 吳○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31 108-21 108-04 107-25 107-11 106-33
詹○縈 李○葳 朱○智 施○馨 陳○圻 温○均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28 108-19 108-03 107-21 107-09 106-32
陳○如 王○希 王○霖 李○育 范○豪 曾○綺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08-27 108-17 108-01 107-20 107-08 106-31
許○雯 羅○宸 王○予 吳○儀 洪○軒 陳○昀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26 111-13 110-34 110-02 109-22 109-08
莊○嘉 陳○皓 龔○惟 朱○慶 侯○均 馬○凱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25 111-11 110-22 109-34 109-18 109-07
邱○宣 陳○君 康○維 鄭○力 羅○皓 夏○潤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23 111-8 110-17 109-31 109-16 109-06
李○嘉 許○翔 劉○圃 劉○寧 潘○安 洪○恆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22 111-06 110-09 109-29 109-15 109-04
呂○綺 袁○懌 孫○丞 游○云 楊○翔 周○安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20 111-02 110-08 109-28 109-13 109-02
王○晴 杜○翰 邱○霖 陳○安 黃○庭 吳○億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1-18 111-01 110-04 109-27 109-12 109-01
簡○祐 吳○震 吳○祐 陳○昀 陸○源 古○玄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28 114-16 114-04 113-21 113-01 112-10
郭○睿 楊○安 汪○瑜 杜○諠 王○瀚 曾○翔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27 114-12 114-03 113-17 112-34 112-01
唐○婷 陳○捷 吳○燦 蘇○丞 趙○靖 吳○謙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26 114-11 113-34 113-16 112-28 111-33
胡○瑜 莊○傑 鍾○婷 韓○丞 陳○妤 鄭○岑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24 114-10 113-33 113-08 112-27 111-30
侯○妤 留○民 鄭○姍 陳○宇 郭○維 黃○莉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23 114-08 113-26 113-04 112-25 111-29
林○靜 邱○翃 馬○妤 周○安 林○希 陳○璇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4-19 114-06 113-24 113-03 112-22 111-27
向○葵 林○璋 姚○妤 李○毅 宋○均 莊○昕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7 116-08 115-33 115-25 115-11 115-03
賴○熏 張○嘉爵 楊○瑜 李○葶 曾○儒 林○呈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6 116-04 115-32 115-24 115-09 115-02
蔡○育 何○齊 黃○綺 李○恩 陳○宇 余○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5 116-03 115-31 115-21 115-08 115-01
潘○博 江○修 游○鑫 江○宜 唐○瑜 史○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3 116-02 115-29 115-20 115-07 114-33
黃○宸 朱○亨 許○庭 方○媛 韋○昌 陳○儀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2 116-01 115-28 115-18 115-06 114-32
許○瑜 尤○亦 張○惠 謝○庭 洪○甯 陳○儀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6-10 115-34 115-26 115-17 115-04 114-30
莊○綸 趙○琦 林○諍 蔣○翔 邱○倫 陳○瑩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H 考試地點： 315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27 118-15 117-35 117-25 117-09 116-30
郭○嫣 盧○成 藍○瑜 周○宥 郭○熙 陳○慈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26 118-14 117-32 117-19 117-08 116-29
郭○妤 蔡○儒 詹○璇 江○紜 郭○昕 許○茵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25 118-11 117-31 117-15 117-04 116-26
章○晨 許○端 葉○彤 劉○聰 李○希 翁○容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24 118-08 117-30 117-14 116-35 116-24
孫○婷 邵○祐 楊○鳳 楊○澤 蔡○珊 柳○婧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21 118-07 117-28 117-13 116-34 116-23
林○靖 周○宏 陳○儀 黃○雁 劉○璇 林○薇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數學Ⅰ
118-19 118-04 117-26 117-12 116-32 116-18
丁○媗 李○穎 高○嫣 陳○宏 程○均 謝○弘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4I 考試地點： 316 教室 應考人數： 1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數學Ⅰ(美) 數學Ⅰ
102-13 119-21
張○榕 楊○軒

數學Ⅰ(美) 數學Ⅰ
102-08 119-10
吳○綺 邱○瑋

數學Ⅰ(音) 數學Ⅰ(美) 數學Ⅰ
101-11 102-04 118-34
林○妤 柯○圻 董○均

數學Ⅰ(美) 數學Ⅰ(美) 數學Ⅰ
102-29 102-03 118-30
鄭○倫 林○安 曾○瑄

數學Ⅰ(美) 數學Ⅰ(美) 數學Ⅰ
102-28 102-01 118-29
鄭○希 周○樂 陳○君

數學Ⅰ(美) 數學Ⅰ 數學Ⅰ
102-17 119-22 118-28
陳○妮 劉○廷 陳○璇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4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13 203-22 206-02 207-22 217-11
林○珊 林○芸 吳○言 張○晶 張○瑋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11 203-15 203-39 208-30 211-25
李○軒 劉○軒 顏○庭 黎○妘 謝○修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20 201-04 209-01 206-21 206-28 219-05
黃○螓 陳○煒 李○昕 陳○亘 黃○涵 林○傑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19 201-03 203-01 204-19 208-06 217-30
黃○珺 洪○勛 朱○宇 李○恂 黃○方 董○儀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16 206-15 205-29 206-20 213-11 215-27
涂○妏 林○圓 蔡○晏 陳○伶 許○捷 陳○昕

公民與社會Ⅲ(音)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社) 公民與社會Ⅲ(自) 公民與社會Ⅲ(自)

201-14 206-05 203-18 207-03 215-11 211-15
施○妤 柏○揚 呂○亘 林○祥 黃○庭 楊○恩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5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2 110-09 108-30 108-04 104-18
康○維 孫○丞 黃○妤 朱○智 錢○廷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9 110-18 110-08 108-28 108-01 104-17
盧○蓁 鍾○勳 邱○霖 陳○如 王○予 鄧○叡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8 110-17 110-06 108-23 106-26 104-13
鄭○宣 劉○圃 林○丞 沈○瑜 郭○螢 黃○倫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7 110-16 110-05 108-22 106-25 104-12
潘○樺 黃○文 李○智 沈○禾 郭○伶 陳○齊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5 110-12 110-02 108-17 106-16 104-11
陳○晴 張○紘 朱○慶 羅○宸 鍾○軒 陳○元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0-23 110-11 108-31 108-13 104-27 104-02
梁○甄 張○翔 詹○縈 楊○華 徐○歆 朱○擇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25 116-13 116-01 114-23 114-10 112-13
夏○英 黃○宸 尤○亦 林○靜 留○民 黃○東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23 116-12 114-34 114-22 112-34 112-12
林○薇 許○瑜 黃○慧 林○穎 趙○靖 黃○龍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18 116-10 114-30 114-19 112-32 112-07
謝○弘 莊○綸 陳○瑩 向○葵 黃○薰 張○幃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17 116-08 114-29 114-14 112-27 112-01
賴○熏 張○嘉爵 郭○昀 黃○尉 郭○維 吳○謙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16 116-04 114-26 114-12 112-25 110-33
蔡○育 何○齊 胡○瑜 陳○捷 林○希 鐘○祺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6-15 116-02 114-25 114-11 112-21 110-30
潘○博 朱○亨 柯○聿 莊○傑 余○文 賴○睿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22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8-31 118-18 116-35
黃○真 蘇○恩 蔡○珊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8-30 118-17 116-34
曾○瑄 羅○程 劉○璇

化學Ⅰ(音)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01-18 118-26 118-16 116-33
陳○蓉 郭○妤 鍾○謙 楊○薰

化學Ⅰ(音)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01-09 118-24 118-14 116-32
吳○茵 孫○婷 蔡○儒 程○均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8-35 118-21 118-09 116-30
蘇○綾 林○靖 柯○堉 陳○慈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118-34 118-19 118-04 116-29
董○均 丁○媗 李○穎 許○茵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20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7-09 113-06 107-23
郭○熙 莊○鑫 周○柔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5-02 113-04 107-20
余○杰 周○安 吳○儀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3-33 111-27 107-07
鄭○姍 莊○昕 洪○軒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3-29 111-06 105-09
陳○真 袁○懌 陳○宇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7-31 113-16 109-27 103-28
葉○彤 韓○丞 陳○昀 許○縈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117-15 113-08 109-01 103-02
劉○聰 陳○宇 古○玄 王○霆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5-25 315-04 316-12 312-35 316-22 317-07
翁○嘉 周○亨 曾○毅 林○豪 李○嬅 孫○濬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5-16 316-03 313-12 312-07 316-15 315-21
蕭○裕 李○辰 洪○澤 呂○豐 潘○友 吳○臻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5-36 316-35 317-05 315-14 312-23 314-24
蔡○耘 蒲○瑄 林○同 廖○穎 陳○偉 王○逸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2-11 311-27 315-34 311-24 316-29 316-18
林○澤 蔡○築 葉○茵 黃○閔 梁○沅 鮑○偉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2-28 312-02 312-08 315-13 311-33 316-08
黃○祐 王○竣 李○頡 黃○融 羅○鴻 許○嘉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1-17 312-13 312-06 315-24 311-31 312-32
許○澤 洪○廷 方○宇 邱○寬 顏○盛 謝○峯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5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17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319-10 318-12
陳○泰 唐○鈞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現代社會與經Ⅰ
319-14 318-01 304-14
黃○瑜 呂○豪 盧○志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現代社會與經Ⅰ
317-09 317-08 304-25
張○理 涂○筑 楊○儀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現代社會與經Ⅰ
317-22 318-02 308-02
侯○伃 方○成 余○鋐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現代社會與經Ⅰ
317-10 316-02 307-03
謝○安 吳○謙 張○典

選修物理-電Ⅰ 選修物理-電Ⅰ 現代社會與經Ⅰ
317-31 318-09 306-17
黃○綺 邱○密 林○臻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2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英文閱讀與寫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302-02 115-32 113-33 113-04 105-09
莊○瑋 黃○綺 鄭○姍 周○安 陳○宇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117-31 115-31 113-29 109-01 105-07
葉○彤 游○鑫 陳○真 古○玄 張○翔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117-28 115-28 113-24 105-33 103-32
陳○儀 張○惠 姚○妤 謝○婷 劉○珊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117-25 115-26 113-21 105-32 103-28
周○宥 林○諍 杜○諠 鄭○琪 許○縈

英文閱讀與寫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302-28 117-04 115-01 113-08 105-29 103-23
蘇○馨 李○希 史○田 陳○宇 潘○慈 林○蔓

英文閱讀與寫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302-24 115-33 113-35 113-06 105-23 103-03
楊○羽 楊○瑜 蘇○淩 莊○鑫 陳○妤 王○豪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4-20 316-12 315-24 203-31 203-15 203-39
毛○鋐 曾○毅 邱○寬 楊○均 劉○軒 顏○庭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8-26 315-33 316-15 203-03 204-02 204-19
邱○霱 葉○芊 潘○友 巫○政 王○安 李○恂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5-04 315-27 316-02 204-32 203-25 203-10
周○亨 郭○瑄 吳○謙 黃○瑜 張○筠 陳○睿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6-03 318-23 316-18 203-22 203-21 204-27
李○辰 林○穎 鮑○偉 林○芸 林○利 郭○詠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6-35 315-14 314-21 204-22 203-18 204-31
蒲○瑄 廖○穎 王○妤 林○廷 呂○亘 曾○璇

選修生物-生Ⅰ 選修生物-生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數學BⅠ
314-04 314-15 203-34 204-28 204-08 203-24
宋○偉 陳○翰 蔡○珊 陳○琪 邱○宇 胡○芸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27 110-34 108-32 108-10 104-33 104-11
郭○維 龔○惟 蔡○庭 陳○其 劉○慈 陳○元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21 110-18 108-31 108-03 104-31 104-08
余○文 鍾○勳 詹○縈 王○霖 曾○喬 張○揚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15 110-17 108-27 106-29 104-29 104-07
蔡○穎 劉○圃 許○雯 陳○文 郭○珉 張○亨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12 110-11 108-22 106-26 104-21 104-06
黃○龍 張○翔 沈○禾 郭○螢 朱○錡 洪○尉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07 108-34 108-21 106-25 104-17 104-03
張○幃 顏○涵 李○葳 郭○伶 鄧○叡 吳○陞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112-04 108-33 108-13 106-16 104-13 104-02
林○寬 蔡○瑄 楊○華 鍾○軒 黃○倫 朱○擇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數學AⅠ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5-03 205-22 118-17 116-08 114-28 114-14
肖○駿 陳○蓁 羅○程 張○嘉爵 郭○睿 黃○尉

數學AⅠ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5-02 205-15 118-14 116-02 114-26 114-12
吳○優 余○慈 蔡○儒 朱○亨 胡○瑜 陳○捷

數學AⅠ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5-21 205-04 118-08 116-01 114-24 114-11
郭○融 邱○喆 邵○祐 尤○亦 侯○妤 莊○傑

數學AⅠ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5-29 205-32 118-03 114-34 114-23 114-06
蔡○晏 顏○婷 何○誼 黃○慧 林○靜 林○璋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5-26 118-28 116-15 114-32 114-20 112-34
黃○盈 陳○璇 潘○博 陳○儀 吳○榛 趙○靖

數學A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206-02 118-24 116-10 114-30 114-19 112-28
吳○言 孫○婷 莊○綸 陳○瑩 向○葵 陳○妤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8-09 207-02 209-07 207-33 208-05 208-30
劉○穎 李○緯 陳○綸 蘇○蓉 雲○益 黎○妘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8-28 206-33 208-23 208-04 208-03 206-23
黃○瑄 羅○晴 陳○靜 陳○諺 林○宇 曾○昕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8-12 208-31 206-12 209-04 207-32 208-24
藍○耀 戴○蓉 田○玄 張○雋 鍾○如 陳○丞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7-07 207-20 208-13 207-06 207-28 207-18
洪○恩 柯○恩 尤○瑩 洪○鈞 陳○緹 林○妤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6-05 207-15 208-22 206-17 206-20 206-24
柏○揚 李○瑜 郭○妤 許○佳 陳○伶 曾○晏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08-20 208-17 209-01 206-10 207-03 208-06
周○涵 吳○燕 李○昕 鄧○幃 林○祥 黃○方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5-09 209-30 209-13 214-24 215-27 214-28
陳○廷 賴○昀 毛○臻 葉○鑫 陳○昕 馬○欣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1-12 214-06 216-14 213-29 210-27 212-09
陳○蒝 李○穎 顏○哲 張○瑄 周○瑾 洪○維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1-26 212-01 211-25 209-17 216-18 209-15
吳○婷 吳○暘 謝○修 林○庭 王○萱 林○蓁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5-11 211-17 213-23 211-23 215-03 211-13
黃○庭 滿○司 鄭○瀚 賴○恩 林○葦 曾○彥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3-06 215-05 210-21 211-21 215-30 211-11
林○哲 莊○樂 楊○傑 歐○豪 葉○涵 陳○宏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215-35 214-26 215-31 213-19 209-21 216-04
謝○妮 李○瑜 詹○蔚 楊○稑 陳○欣 施○翔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6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32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7-18 217-30 216-29 313-23 315-10
王○姍 董○儀 陳○瑜 温○霆 陳○安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8-09 217-15 305-15 315-03 313-42
郭○亮 羅○城 林○昇 李○騏 劉○橋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7-07 217-35 309-26 313-12 316-22
林○恩 謝○綺 鄧○語 洪○澤 李○嬅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7-03 216-21 313-31 310-02 313-17
吳○翰 吳○褕 謝○凱 李○廷 陳○誠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7-10 216-28 217-04 313-04 313-22 311-02
徐○堯 梁○熒 呂○霖 李○閎 傅○評 吳○廷

數學AⅠ 數學AⅠ 數學A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英文作文Ⅰ
216-24 217-08 217-36 316-36 312-06 306-16
汪○佑 柯○諺 魏○恩 劉○岑 方○宇 李○蓉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7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5-13 113-13 110-08 108-22 104-11 101-15
葉○瓚 楊○翔 邱○霖 沈○禾 陳○元 許○嘉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5-12 113-08 109-26 108-04 103-16 101-11
楊○慶 陳○宇 陳○甄 朱○智 黃○佑 林○妤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5-09 113-06 109-15 106-04 103-02 101-09
陳○宇 莊○鑫 楊○翔 林○澄 王○霆 吳○茵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5-04 111-06 109-10 105-09 102-05 101-04
邱○倫 袁○懌 陳○御 陳○宇 徐○廉 張○德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3-33 110-18 108-33 104-33 101-26 101-02
鄭○姍 鍾○勳 蔡○瑄 劉○慈 謝○安 王○翔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113-16 110-12 108-23 104-12 101-21 101-01
韓○丞 張○紘 沈○瑜 陳○齊 黃○庭 方○傑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7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8-11 205-29 208-06 201-13 118-17 117-08
劉○廷 蔡○晏 黃○方 林○珊 羅○程 郭○昕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6-15 203-21 202-25 201-09 118-09 117-06
林○圓 林○利 蔡○庭 李○瑄 柯○堉 姚○丞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3-22 203-18 202-09 201-03 118-08 116-23
林○芸 呂○亘 余○恩 洪○勛 邵○祐 林○薇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5-06 206-02 201-19 201-02 118-07 116-17
張○智 吳○言 黃○珺 姚○廷 周○宏 賴○熏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5-02 207-03 201-16 201-01 117-17 116-08
吳○優 林○祥 涂○妏 林○恩 蔡○崴 張○嘉爵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國語文Ⅰ
203-15 203-29 201-14 118-24 117-13 115-27
劉○軒 陳○均 施○妤 孫○婷 黃○雁 張○妤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7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2-25 301-23 210-07 213-20 216-12 210-23
蔡○蓁 曾○榕 林○勳 董○愷 謝○佑 蔡○峻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2-22 301-20 218-09 214-18 210-24 212-09
黃○芸 陳○淨 郭○亮 許○福 駱○軒 洪○維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2-16 301-12 213-06 210-10 216-09 211-13
陳○慈 余○萱 林○哲 林○宸 陳○行 曾○彥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2-02 301-08 218-14 211-25 210-03 215-04
莊○瑋 鄭○錡 劉○軒 謝○修 王○誠 高○為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2-01 301-04 212-01 216-10 211-20 216-04
梁○瑞 林○聖 吳○暘 黃○勁 劉○均 施○翔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國語文Ⅲ
301-09 210-16 210-25 210-06 218-25 214-05
韓○靜 陳○翰 顏○倫 李○伊 林○靚 吳○軒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7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06-14 306-10 314-04 307-05 314-15 311-02
汪○揚 楊○叡 宋○偉 廖○銘 陳○翰 吳○廷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03-14 312-11 315-17 315-07 315-06 306-29
吳○翔 林○澤 賴○家 陳○榮 洪○陽 蔡○津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4-20 311-06 307-06 310-02 308-03 315-21
毛○鋐 李○翰 樊○維 李○廷 巫○祥 吳○臻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5-16 307-23 312-13 312-30 315-24 316-06
蕭○裕 楊○惠 洪○廷 劉○麟 邱○寬 施○豪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0-04 315-04 308-02 315-10 313-17 306-06
胡○誠 周○亨 余○鋐 陳○安 陳○誠 洪○展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5-36 316-03 309-17 315-13 315-02 302-26
蔡○耘 李○辰 林○臻 黃○融 呂○恩 鄭○瑜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1-7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15
考試時間： 1525~1615 缺考人數：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316-09 316-15
郭○愷 潘○友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318-13 316-02
曾○翔 吳○謙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318-12 317-07
唐○鈞 孫○濬

運動與健康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318-07 314-32 316-18
劉○宏 陳○雯 鮑○偉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2-02 316-35 316-08
王○竣 蒲○瑄 許○嘉

運動與健康 國語文Ⅴ 國語文Ⅴ
312-06 316-11 302-28
方○宇 陳○宇 蘇○馨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2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8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選修地球科學Ⅰ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311-41 311-02 211-25 206-23 201-04 112-12
劉○語 吳○廷 謝○修 曾○昕 陳○煒 黃○龍

選修地球科學Ⅰ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歷史Ⅰ
312-13 313-37 209-01 213-22 117-34 107-30
洪○廷 郭○芸 李○昕 歐○華 蕭○尹 歐○瑄

選修地球科學Ⅰ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歷史Ⅰ
312-37 313-02 206-02 206-29 117-23 107-07
張○柔 王○雍 吳○言 楊○亘 李○彤 洪○軒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歷史Ⅰ
313-12 203-15 203-39 206-24 117-04 104-33
洪○澤 劉○軒 顏○庭 曾○晏 李○希 劉○慈

選修地球科學Ⅰ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族群、性別與Ⅰ
311-06 312-08 217-11 217-37 203-27 116-23 309-26
李○翰 李○頡 張○瑋 蘇○涵 陳○楨 林○薇 鄧○語

選修地球科學Ⅰ 選修地球科學Ⅰ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Ⅲ 歷史Ⅰ 族群、性別與Ⅰ
311-27 311-25 215-24 206-20 201-25 114-24 307-03
蔡○築 熊○慶 許○綺 陳○伶 謝○蓒 侯○妤 張○典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3-34 203-24 202-25 202-11 202-01 201-16
蔡○珊 胡○芸 蔡○庭 林○柔 王○緯 涂○妏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4-13 203-27 202-22 202-10 201-26 201-14
廖○賢 陳○楨 楊○涵 李○恩 蘇○心 施○妤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3-14 202-31 202-20 202-09 201-24 201-13
溫○瑋 韓○汝 陳○文 余○恩 謝○蓁 林○珊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3-18 202-30 202-19 202-08 201-21 201-12
呂○亘 謝○筠 陳○汧 王○莛 黃○婷 周○棠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3-39 202-28 202-18 202-05 201-20 201-11
顏○庭 賴○緹 陳○心 郭○廷 黃○螓 李○軒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3-10 202-26 202-14 202-04 201-19 201-09
陳○睿 鄭○妤 洪○忻 郭○承 黃○珺 李○瑄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7-30 208-20 209-10 210-01 208-10 208-30
蔡○真 周○涵 黃○閩 方○堯 劉○良 黎○妘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8-11 207-11 208-33 207-33 206-21 208-24
劉○廷 蘇○瑋 嚴○華 蘇○蓉 陳○亘 陳○丞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8-09 208-08 208-23 205-29 209-17 204-31
劉○穎 熊○廷 陳○靜 蔡○晏 林○庭 曾○璇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8-12 207-02 209-06 209-11 207-03 209-26
藍○耀 李○緯 陳○俊 鄭○元 林○祥 廖○庭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7-07 205-02 209-01 209-04 207-22 209-15
洪○恩 吳○優 李○昕 張○雋 張○晶 林○蓁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04-35 207-20 210-02 207-06 209-02 208-06
黃○恩 柯○恩 王○宏 洪○鈞 康○詳 黃○方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1-27 213-30 215-05 214-24 210-03 210-22
林○辰 陳○莘 莊○樂 葉○鑫 王○誠 廖○溥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2-26 213-25 214-26 210-24 210-27 210-28
李○誼 蕭○福 李○瑜 駱○軒 周○瑾 張○心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0-16 212-06 210-17 212-14 214-21 211-13
陳○翰 林○澄 陳○壬 陳○嘉 曾○凱 曾○彥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3-01 211-31 212-04 211-23 215-03 211-11
王○恩 黃○恩 李○賓 賴○恩 林○葦 陳○宏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2-10 212-29 213-27 211-21 210-23 215-04
莊○澄 洪○綺 林○諄 歐○豪 蔡○峻 高○為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211-26 210-25 210-06 211-02 214-32 214-12
吳○婷 顏○倫 李○伊 李○軒 鄭○儀 洪○碩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25 301-09 301-08 217-07 217-15 218-02
蔡○蓁 韓○靜 鄭○錡 林○恩 羅○城 王○承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17 301-25 301-04 215-24 217-37 218-25
陳○安 楊○恩 林○聖 許○綺 蘇○涵 林○靚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15 301-23 216-03 216-10 216-22 218-11
郭○柔 曾○榕 吳○皜 黃○勁 李○庭 黃○軒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14 301-22 217-24 215-31 216-09 216-01
許○文 曾○頤 李○玲 詹○蔚 陳○行 尹○翔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02 301-16 216-24 215-17 215-27 216-29
莊○瑋 林○玟 汪○佑 李○怡 陳○昕 陳○瑜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英語文Ⅲ
302-01 301-15 215-11 217-08 217-19 215-06
梁○瑞 周○馨 黃○庭 柯○諺 史○幼 莊○安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8-03 305-13 308-16 303-08 303-21 304-18
巫○祥 謝○宸 李○榛 黃○承 陳○靜 沈○彤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8-10 307-18 308-14 304-25 304-19 303-02
朱○羽 許○娢 李○穎 楊○儀 林○蓁 吳○棋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8-01 306-02 303-32 304-08 303-23 303-01
尤○仁 白○宇 吳○姿 陳○辰 黃○棋 王○祿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5-09 309-19 304-09 303-28 303-07 304-20
黃○洋 許○晴 陳○程 鍾○格 許○彰 洪○欣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8-18 308-24 303-05 304-10 304-26 304-16
汪○縈 張○秀 梁○鈞 陳○祺 靳○婷 李○蓉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09-10 306-28 303-24 303-12 303-20 304-27
卜○語 劉○瑄 董○真 鍾○宸 陳○妤 潘○喬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0-06 310-31 313-02 306-10 308-19 307-24
陳○嘉 許○庭 王○雍 楊○叡 林○羽 楊○琪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1-02 313-32 313-01 304-29 305-17 308-05
吳○廷 顏○豪 王○洋 鄭○玳 林○昀 曾○訓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1-33 310-09 306-14 306-32 308-15 305-02
羅○鴻 戴○紘 汪○揚 江○蔓 李○倫 王○謙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3-29 311-03 307-28 305-15 309-03 306-31
劉○均 吳○儒 鄭○臻 林○昇 洪○恩 鐘○芳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0-01 313-37 309-23 309-26 308-28 308-23
吳○睿 郭○芸 黃○慧 鄧○語 陳○萱 張○馨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2-01 311-32 309-18 305-26 307-06 305-30
力○閎 羅○元 施○芝 蔡○屏 樊○維 嚴○心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5-29 317-07 314-32 313-30 310-17 312-44
陳○嫻 孫○濬 陳○雯 鄭○淯 許○蓁 王○淇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4-18 317-02 317-17 309-30 312-37 311-37
黃○翔 朱○蔚 謝○曄 錢○嘉 張○柔 陳○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7-08 315-23 311-35 311-41 313-28 313-35
涂○筑 李○潔 徐○煌 劉○語 劉○齊 魏○棋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5-02 315-21 312-05 313-23 313-12 313-42
呂○恩 吳○臻 吳○元 温○霆 洪○澤 劉○橋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6-37 316-08 312-20 313-41 310-02 311-36
劉○妤 許○嘉 莊○元 廖○婷 李○廷 陳○婷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6-10 315-01 311-17 311-21 312-06 310-13
陳○霖 古○宥 許○澤 陳○智 方○宇 周○佑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H 考試地點： 315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7-23 318-21 317-24 316-03 314-35 315-27
施○儒 林○晴 梁○芳 李○辰 趙○琦 郭○瑄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8-24 317-27 302-28 315-35 315-07 316-30
林○蓁 陳○妤 蘇○馨 劉○妘 陳○榮 許○熙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7-29 318-27 314-20 313-45 315-05 314-17
曾○喻 邱○稘 毛○鋐 林○雅 林○逸 黄○棠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7-35 318-30 315-25 315-03 317-05 317-21
鄭○云 許○妍 翁○嘉 李○騏 林○同 林○宸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7-31 318-12 317-13 317-18 315-34 315-12
黃○綺 唐○鈞 楊○凱 鍾○倢 葉○茵 温○翔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英語文Ⅴ
319-10 317-26 315-04 313-44 315-33 315-10
陳○泰 郭○鈺 周○亨 蕭○云 葉○芊 陳○安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3I 考試地點： 316 教室 應考人數： 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Ⅴ
318-07
劉○宏

英語文Ⅴ
319-20
鄭○譯

英語文Ⅴ
319-12
陳○君

英語文Ⅴ
318-05
林○維

英語文Ⅴ
317-32
黃○涵

英語文Ⅴ
319-23
羅○堯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A 考試地點： 31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7-15 115-32 114-14 111-06 108-23 104-33
劉○聰 黃○綺 黃○尉 袁○懌 沈○瑜 劉○慈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7-09 115-31 113-33 110-12 108-04 104-18
郭○熙 游○鑫 鄭○姍 張○紘 朱○智 錢○廷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7-04 115-17 112-07 110-11 108-03 104-11
李○希 蔣○翔 張○幃 張○翔 王○霖 陳○元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6-17 114-34 112-01 109-27 107-23 104-09
賴○熏 黃○慧 吳○謙 陳○昀 周○柔 許○璿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6-16 114-26 111-27 109-01 107-07 104-01
蔡○育 胡○瑜 莊○昕 古○玄 洪○軒 王○宸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地理Ⅰ
116-10 114-24 111-18 108-31 104-34 103-08
莊○綸 侯○妤 簡○祐 詹○縈 蕭○琪 林○寰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210-16 204-22 203-15 206-03 206-23 118-09
陳○翰 林○廷 劉○軒 沈○軒 曾○昕 柯○堉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210-07 208-20 209-01 203-18 203-29 118-08
林○勳 周○涵 李○昕 呂○亘 陳○均 邵○祐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204-17 205-06 205-29 206-21 203-27 118-06
王○婷 張○智 蔡○晏 陳○亘 陳○楨 李○辰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204-32 205-21 203-21 207-03 209-15 117-31
黃○瑜 郭○融 林○利 林○祥 林○蓁 葉○彤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206-15 209-07 209-11 207-22 208-06 117-23
林○圓 陳○綸 鄭○元 張○晶 黃○方 李○彤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Ⅲ 地理Ⅰ 地理Ⅰ
203-22 206-01 209-04 208-30 118-19 117-19
林○芸 吳○叡 張○雋 黎○妘 丁○媗 江○紜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C 考試地點： 208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312-05 311-41 312-06 312-23 311-38 210-25
吳○元 劉○語 方○宇 陳○偉 黃○玲 顏○倫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312-20 312-33 311-39 311-02 311-03 212-04
莊○元 鍾○宇 楊○庭 吳○廷 吳○儒 李○賓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312-11 311-21 311-26 311-33 312-32 210-24
林○澤 陳○智 劉○庭 羅○鴻 謝○峯 駱○軒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地理Ⅲ
312-28 312-13 311-25 312-12 212-10 218-13
黃○祐 洪○廷 熊○慶 洪○騏 莊○澄 黃○文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地理Ⅲ
311-17 312-30 312-35 312-01 212-13 214-12
許○澤 劉○麟 林○豪 力○閎 陳○丞 洪○碩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地理Ⅲ 地理Ⅲ
312-02 312-08 312-07 311-31 218-09 214-05
王○竣 李○頡 呂○豐 顏○盛 郭○亮 吳○軒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4-20 313-45 313-41 312-44 313-29 315-01
毛○鋐 林○雅 廖○婷 王○淇 劉○均 古○宥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3-43 313-25 313-44 313-35 314-30 314-32
盧○瑄 黃○倢 蕭○云 魏○棋 陳○倪 陳○雯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3-31 313-23 314-35 314-15 313-14 314-21
謝○凱 温○霆 趙○琦 陳○翰 胡○凱 王○妤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3-30 313-05 313-28 313-03 314-08 313-16
鄭○淯 卓○儒 劉○齊 吳○瑋 洪○毅 郭○林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5-04 315-03 313-22 314-18 314-24 313-02
周○亨 李○騏 傅○評 黃○翔 王○逸 王○雍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4-28 314-04 314-17 313-17 314-13 313-01
張○毓 宋○偉 黄○棠 陳○誠 許○恩 王○洋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5-25 317-22 317-05 315-13 317-08 317-07
翁○嘉 侯○伃 林○同 黃○融 涂○筑 孫○濬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5-16 316-01 315-34 316-11 316-29 317-02
蕭○裕 王○緯 葉○茵 陳○宇 梁○沅 朱○蔚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7-09 316-03 317-12 315-06 316-17 315-21
張○理 李○辰 黃○寬 洪○陽 鄧○嘉 吳○臻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5-36 317-03 317-21 315-24 316-09 316-08
蔡○耘 李○陽 林○宸 邱○寬 郭○愷 許○嘉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6-21 315-26 315-10 315-19 316-10 315-22
李○珊 張○涵 陳○安 鐘○維 陳○霖 李○瑜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7-06 317-18 315-08 316-15 315-09 317-17
林○致 鍾○倢 陳○宇 潘○友 陳○翔 謝○曄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2-4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19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8-26 317-29 316-02
邱○霱 曾○喻 吳○謙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8-05 317-35 318-09
林○維 鄭○云 邱○密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7-36 317-31 318-12
謝○羽 黃○綺 唐○鈞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7-32 318-17 317-28
黃○涵 賀○桐 曾○禎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7-23 318-21 317-24
施○儒 林○晴 梁○芳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選修化學
318-07 318-24 318-02 318-10
劉○宏 林○蓁 方○成 凃○辰

講桌

１、請備妥學生證(或有清晰照片足資辨識身分之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置放於桌面上以備監試人員查驗。
２、所有相關規定依「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及舞
       弊懲罰細則」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