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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30 910016 010530 010517 010379 010316
郭○承 涂○妏 林○薇 莊○綸 黃○龍 鍾○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27 910014 010583 010496 010378 010314
王○緯 施○妤 李○辰 李○恩 黃○睿 黃○文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26 910013 010567 010489 010350 010225
蘇○心 林○珊 周○宥 蔣○翔 簡○祐 歐○竺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25 910012 010565 010462 010345 010122
謝○蓒 周○棠 李○彤 柯○聿 陳○皓 劉○慈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20 910005 010561 010456 010340 010098
黃○螓 陳○恩 江○紜 向○葵 許○翔 許○璿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地理Ⅱ
910019 910003 010546 010423 010338 010087
黃○珺 洪○勛 李○希 杜○諠 袁○懌 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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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56 910336 910247 910137 910085 910063
林○利 李○伊 賴○恩 黃○詠 陳○楨 洪○碩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51 910320 910233 910121 910079 910051
鄭○升 李○怡 吳○豐 劉○昀 林○蓁 蔡○庭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49 910319 910223 910119 910072 910045
黃○勁 呂○亘 張○晶 廖○庭 黃○方 陳○汧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46 910281 910206 910108 910069 910040
陳○穎 謝○佑 陳○行 廖○溥 曾○彥 洪○忻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43 910274 910176 910094 910068 910035
莊○丞 陳○嘉 劉○均 尹○翔 陳○宏 余○恩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341 910249 910140 910086 910064 910033
張○翔 吳○褕 蔡○峻 陳○均 高○為 黃○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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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810 910557 910516 910448 910430
吳○茹 蘇○綸 陳○堂 劉○軒 郭○婷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629 910550 910510 910446 910417
顏○宸 陳○蒝 林○哲 董○愷 謝○修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625 910542 910509 910443 910413
劉○廷 邱○謙 肖○駿 莊○樂 楊○億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623 910531 910491 910442 910412
陳○翰 林○芸 李○縈 張○瑋 曾○嘉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101 910612 910529 910472 910435 910408
郭○廷 吳○正 周○涵 吳○暘 魏○臻 郭○霆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國語文Ⅳ
910428 910576 910525 910450 910432 910406
許○綺 吳○安 吳○婷 蔡○增 陳○珠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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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010152 010120 010098 010086 010068 910014
劉○蕙 曾○喬 許○璿 劉○珊 黃○棋 施○妤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010147 010118 010095 010085 010058 910013
陳○妤 郭○珉 洪○尉 黃○晴 王○豪 林○珊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音樂史Ⅳ(音)
010145 010115 010093 010083 910025 910012
郭○晴 胡○玫 宋○毅 郭○均 謝○蓒 周○棠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音樂史Ⅳ(音)
010133 010114 010090 010082 910021 910011
陳○宇 林○蓮 王○宸 許○縈 黃○婷 李○軒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音樂史Ⅳ(音)
010129 010102 010088 010077 910020 910005
邱○倫 黃○倫 鄭○芸 林○蔓 黃○螓 陳○恩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音樂史Ⅳ(音) 音樂史Ⅳ(音)
010124 010100 010087 010071 910016 910003
蘇○蓁 陳○元 劉○慈 楊○儀 涂○妏 洪○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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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56 010239 010229 010198 010186 010175
許○雯 陳○其 蘇○如 林○陞 陳○心 鍾○軒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54 010234 010225 010192 010185 010169
洪○妤 江○逸 歐○竺 温○均 郭○螢 黃○愷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51 010233 010223 010191 010181 010165
沈○禾 朱○智 曾○秦 曾○綺 李○卉 康○豪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50 010232 010214 010190 010180 010164
李○葳 王○霖 吳○儀 陳○昀 何○蓁 夏○憲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48 010231 010207 010188 010178 010163
王○希 王○宏 楊○鈞 陳○文 王○驛 林○澄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246 010230 010200 010187 010177 010153
羅○宸 王○予 邱○銓 陳○宇 蘇○安 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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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401 010354 010334 010306 010280 010264
趙○靖 呂○綺 杜○翰 邱○霖 潘○翔 古○玄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394 010345 010333 010300 010275 010263
郭○維 陳○皓 吳○震 朱○慶 陸○源 顏○涵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392 010343 010326 010294 010271 010262
林○希 陳○君 鄭○宣 劉○寧 馬○凱 蔡○瑄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377 010341 010325 010292 010270 010261
曾○翔 郭○佑 潘○樺 游○云 夏○潤 蔡○庭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368 010340 010314 010291 010269 010259
吳○謙 許○翔 黃○文 陳○安 洪○恆 黃○妤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365 010339 010307 010285 010265 010257
鄭○岑 張○晙 孫○丞 侯○均 吳○億 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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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08 010490 010474 010460 010441 010423
尤○亦 謝○庭 余○杰 林○靜 汪○瑜 杜○諠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06 010489 010470 010451 010437 010415
趙○琦 蔣○翔 陳○儀 黃○尉 蘇○淩 楊○翔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05 010483 010468 010449 010436 010410
楊○瑜 曾○儒 陳○琪 陳○捷 鍾○婷 陳○宇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00 010480 010467 010444 010431 010407
張○惠 唐○瑜 陳○瑩 邱○庭 陳○真 林○原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498 010478 010465 010443 010429 010406
林○諍 洪○甯 郭○睿 林○璋 陳○翔 周○安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496 010475 010461 010442 010426 010403
李○恩 林○呈 侯○妤 沈○宇 姚○妤 王○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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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601 010592 010561 010540 010525 010517
孫○婷 盧○成 江○紜 楊○薰 謝○弘 莊○綸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99 010584 010560 010537 010524 010516
林○倢 周○宏 鄭○午 陳○慈 賴○熏 梁○宏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98 010583 010557 010536 010523 010515
林○靖 李○辰 劉○聰 許○茵 蔡○育 張○嘉爵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95 010578 010555 010535 010522 010512
蘇○恩 王○騰 黃○雁 許○瑋 潘○博 吳○羲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94 010570 010542 010533 010520 010511
羅○程 陳○儀 蔡○珊 翁○容 黃○宸 何○齊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數學Ⅱ
010593 010567 010541 010532 010519 010509
鍾○謙 周○宥 劉○璇 夏○英 許○瑜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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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音) 數學Ⅱ(美) 數學Ⅱ
910476 910379 910107 010018 010039 010622
李○穎 陳○安 楊○恩 陳○蓉 張○榕 邱○瑋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音) 數學Ⅱ(美) 數學Ⅱ
910472 910354 910100 010004 010034 010611
吳○暘 林○諄 張○儐 張○淯 吳○綺 董○均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美) 數學Ⅱ(美) 數學Ⅱ
910453 910343 910099 010055 010028 010609
顏○倫 莊○丞 康○晟 鄭○倫 林○廷 黃○婷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美) 數學Ⅱ 數學Ⅱ
910446 910267 910098 010054 010252 010608
董○愷 周○德 洪○維 鄭○希 沈○瑜 黃○真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美) 數學Ⅱ 數學Ⅱ
910417 910140 910068 010050 010530 010605
謝○修 蔡○峻 陳○宏 劉○旼 林○薇 陳○璇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數學Ⅱ(美) 數學Ⅱ 數學Ⅱ
910407 910139 910063 010048 010644 010603
李○賓 歐○華 洪○碩 黃○涵 葉○妡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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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H 考試地點： 213 教室 應考人數： 32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612 910332 910242 910160 910638
吳○正 楊○瑀 黃○睿 蔣○珉 許○容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507 910331 910223 910147 910623
李○勳 楊○絜 張○晶 林○安 陳○翰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478 910320 910220 910090 910613
林○恩 李○怡 侯○綾 魏○恩 林○勳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442 910308 910216 910084 910582
張○瑋 柯○諺 吳○廷 陳○瑜 許○捷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428 910432 910295 910189 910064 910547
許○綺 陳○珠 董○儀 陳○昕 高○為 莊○澄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醫農)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選修生物-動Ⅰ(數理)

910617 910430 910265 910181 910125 910510
徐○堯 郭○婷 蘇○涵 史○幼 鄭○儀 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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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77 010264 010203 010145 010088 010077
楊○閎 古○玄 范○豪 郭○晴 鄭○芸 林○蔓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76 010225 010201 010144 010087 010071
黃○庭 歐○竺 洪○軒 呂○瑜 劉○慈 楊○儀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75 010219 010200 010136 010085 010068
陸○源 施○馨 邱○銓 陳○全 黃○晴 黃○棋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70 010215 010158 010133 010084 010062
夏○潤 李○育 鍾○如 陳○宇 陳○伶 林○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69 010214 010156 010132 010082 010058
洪○恆 吳○儀 鄭○琪 郭○睿 許○縈 王○豪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65 010207 010147 010130 010078 010057
吳○億 楊○鈞 陳○妤 洪○凱 施○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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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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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81 010474 010428 010412 010352 010334
陳○宇 余○杰 馬○妤 曾○霆 王○晴 杜○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80 010473 010426 010410 010351 010294
唐○瑜 史○田 姚○妤 陳○宇 王○穎 劉○寧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79 010437 010423 010403 010350 010292
韋○昌 蘇○淩 杜○諠 王○瀚 簡○祐 游○云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78 010431 010418 010365 010345 010291
洪○甯 陳○真 韓○丞 鄭○岑 陳○皓 陳○安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77 010430 010417 010356 010340 010285
侯○宏 陳○怡 劉○綾 林○妤 許○翔 侯○均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475 010429 010415 010354 010339 010280
林○呈 陳○翔 楊○翔 呂○綺 張○晙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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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300 010183 010097 010573 010555 010498
朱○慶 許○琳 張○揚 葉○彤 黃○雁 林○諍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59 010122 010096 010570 010546 010496
黃○妤 劉○慈 張○亨 陳○儀 李○希 李○恩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51 010116 010095 010567 010506 010490
沈○禾 徐○歆 洪○尉 周○宥 趙○琦 謝○庭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42 010105 010091 010562 010505 010489
楊○華 蔡○焱 朱○擇 江○彣 楊○瑜 蔣○翔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32 010102 010634 010561 010503 010484
王○霖 黃○倫 劉○廷 江○紜 游○鑫 楊○慶

生物Ⅰ 生物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化學Ⅰ
010230 010100 010622 010557 010500 010483
王○予 陳○元 邱○瑋 劉○聰 張○惠 曾○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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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98 910078 010530 010512 010449 010323
洪○維 李○芯 林○薇 吳○羲 陳○捷 陳○晴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96 910070 010586 010508 010394 010316
呂○霖 游○賢 柯○堉 尤○亦 郭○維 鍾○勳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94 910069 010584 010471 010379 010315
尹○翔 曾○彥 周○宏 黃○慧 黃○龍 劉○圃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90 910067 010532 010465 010376 010310
魏○恩 莊○安 夏○英 郭○睿 陳○宥 張○紘

選修物理-力Ⅰ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84 910063 010524 010462 010373 010303
陳○瑜 洪○碩 賴○熏 柯○聿 翁○紹 李○智

選修物理-力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生物Ⅰ
910080 010252 010515 010461 010369 010302
姜○妤 沈○瑜 張○嘉爵 侯○妤 李○軒 吳○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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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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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08 910288 910249 910201 910165 910137
柯○諺 張○瑄 吳○褕 林○恩 林○杰 黃○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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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05 910282 910242 910200 910163 910135
林○亨 羅○城 黃○睿 李○昇 林○葦 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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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02 910281 910220 910183 910160 910134
吳○祐 謝○佑 侯○綾 周○瑾 蔣○珉 許○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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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00 910265 910217 910181 910158 910105
伍○育 蘇○涵 李○庭 史○幼 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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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96 910263 910216 910179 910146 910100
潘○吟 謝○綺 吳○廷 王○萱 林○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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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95 910255 910215 910176 910140 910099
董○儀 陳○妤 吳○勳 劉○均 蔡○峻 康○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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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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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65 910442 910419 910394 910349 910333
黃○恩 張○瑋 方○恩 洪○莉 黃○勁 詹○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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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64 910440 910418 910389 910348 910332
黃○淨 林○宸 顏○哲 李○婷 陸○均 楊○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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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61 910435 910417 910384 910346 910329
陳○孜 魏○臻 謝○修 鄭○瀚 陳○穎 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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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58 910434 910413 910383 910343 910328
洪○綺 劉○璇 楊○億 劉○鑫 莊○丞 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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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53 910426 910408 910376 910341 910322
顏○倫 洪○恩 郭○霆 郭○翊 張○翔 林○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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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46 910423 910407 910350 910336 910314
董○愷 李○瑜 李○賓 楊○傑 李○伊 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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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教室 應考人數： 30
考試時間： 11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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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28 910613 910576 910528 910491
許○綺 林○勳 吳○安 汪○佑 李○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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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811 910612 910574 910525 910478
陳○瑜 吳○正 謝○珊 吳○婷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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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38 910606 910573 910524 910477
許○容 廖○辰 劉○岑 王○姍 林○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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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33 910599 910552 910517 910474
李○誼 李○玲 黃○榕 陳○竹 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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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23 910594 910549 910511 910472
陳○翰 王○禕 陳○勳 洪○瑋 吳○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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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17 910582 910548 910503 910469
徐○堯 許○捷 莊○諺 謝○妮 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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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112 010091 010051 010030 010011 010001
吳○賢 朱○擇 劉○君 柯○圻 林○妤 方○傑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公民探究實作Ⅰ

010102 010087 010049 010028 010009 910810
黃○倫 劉○慈 楊○筠 林○廷 吳○茵 吳○茹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公民探究實作Ⅰ

010100 010059 010048 010026 010007 910543
陳○元 江○軒 黃○涵 謝○安 余○恩 柏○揚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公民探究實作Ⅰ

010098 010055 010039 010025 010005 910303
許○璿 鄭○倫 張○榕 鄒○麟 劉○帆 吳○言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公民探究實作Ⅰ

010096 010054 010037 010018 010004 910234
張○亨 鄭○希 林○瑩 陳○蓉 張○淯 林○祥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公民探究實作Ⅰ

010095 010053 010036 010017 010002 910103
洪○尉 蔡○庭 林○蓁 陳○希 王○翔 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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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76 010333 010315 010279 010221 010163
陳○宥 吳○震 劉○圃 潘○安 張○馨 林○澄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71 010330 010314 010278 010203 010153
林○寬 羅○庭 黃○文 楊○翔 范○豪 潘○慈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70 010328 010310 010272 010200 010134
林○任 賴○睿 張○紘 梁○騰 邱○銓 陳○安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68 010326 010305 010264 010196 010133
吳○謙 鄭○宣 林○宇 古○玄 吳○綸 陳○宇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59 010323 010295 010242 010188 010130
莊○昕 陳○晴 鄭○容 楊○華 陳○文 洪○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339 010316 010289 010224 010165 010121
張○晙 鍾○勳 陳○甄 歐○瑄 康○豪 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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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57 010525 010498 010474 010431 010412
劉○聰 謝○弘 林○諍 余○杰 陳○真 曾○霆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55 010519 010496 010471 010430 010409
黃○雁 許○瑜 李○恩 黃○慧 陳○怡 許○程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51 010517 010490 010456 010429 010407
郭○熙 莊○綸 謝○庭 向○葵 陳○翔 林○原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42 010516 010486 010441 010423 010404
蔡○珊 梁○宏 詹○丞 汪○瑜 杜○諠 吳○睿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41 010506 010483 010437 010419 010379
劉○璇 趙○琦 曾○儒 蘇○淩 蘇○丞 黃○龍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010537 010499 010475 010432 010418 010377
陳○慈 張○妤 林○呈 黃○涵 韓○丞 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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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44 910032 910019 010634 010594 010570
陳○心 黃○瑋 黃○珺 劉○廷 羅○程 陳○儀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40 910030 910016 010628 010592 010569
洪○忻 郭○承 涂○妏 陳○翰 盧○成 張○家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39 910027 910014 010623 010586 010567
林○謙 王○緯 施○妤 施○健 柯○堉 周○宥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35 910026 910013 010622 010585 010561
余○恩 蘇○心 林○珊 邱○瑋 邵○祐 江○紜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34 910024 910012 010606 010584 010560
王○莛 謝○蓁 周○棠 陳○君 周○宏 鄭○午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英語文Ⅱ
910033 910021 010252 010601 010577 010559
黃○凱 黃○婷 沈○瑜 孫○婷 藍○瑜 蔡○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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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251 910181 910140 910094 910072 910054
林○庭 史○幼 蔡○峻 尹○翔 黃○方 賴○緹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247 910168 910132 910090 910069 910051
賴○恩 許○齊 洪○翔 魏○恩 曾○彥 蔡○庭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217 910165 910131 910085 910068 910048
李○庭 林○杰 洪○誼 陳○楨 陳○宏 楊○涵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212 910156 910126 910084 910064 910047
鄭○暘 葉○涵 王○新 陳○瑜 高○為 曾○文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199 910148 910111 910081 910063 910046
李○軒 胡○芸 李○楨 張○心 洪○碩 陳○文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183 910145 910108 910079 910057 910045
周○瑾 林○霈 廖○溥 林○蓁 韓○汝 陳○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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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77 910448 910423 910370 910338 910298
林○澄 劉○軒 李○瑜 林○傑 洪○鈞 顏○庭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70 910445 910418 910354 910333 910270
嚴○華 陳○俊 顏○哲 林○諄 詹○蔚 林○宇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65 910443 910415 910352 910320 910265
黃○恩 莊○樂 廖○賢 鄭○元 李○怡 蘇○涵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63 910442 910411 910349 910319 910259
黃○緣 張○瑋 陳○壬 黃○勁 呂○亘 曾○芝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62 910432 910407 910348 910314 910254
陳○靜 陳○珠 李○賓 陸○均 葉○鑫 陳○伶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58 910430 910382 910342 910308 910252
洪○綺 郭○婷 葉○安 張○雋 柯○諺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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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H 考試地點： 213 教室 應考人數： 28
考試時間： 1315~1405 缺考人數：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633 910610 910563 910510
李○誼 王○恩 洪○伶 林○哲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628 910599 910547 910494
鍾○魁 李○玲 莊○澄 柯○恩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203 910627 910594 910533 910488
康○詳 謝○安 王○禕 黃○恩 蕭○福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428 910625 910589 910525 910484
許○綺 劉○廷 蔡○丞 吳○婷 黃○閩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804 910617 910588 910523 910483
葉○涵 徐○堯 劉○穎 蘇○瑋 陳○綸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英語文Ⅳ
910641 910612 910567 910522 910478
蔡○真 吳○正 陳○甄 熊○廷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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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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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A卷)

010410 010338 010224 010142 010057 010542
陳○宇 袁○懌 歐○瑄 蔡○恩 王○霆 蔡○珊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B卷) 生命教育Ⅰ(A卷)

010403 010334 010201 010136 010394 010515
王○瀚 杜○翰 洪○軒 陳○全 郭○維 張○嘉爵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B卷) 生命教育Ⅰ(A卷)

010365 010285 010156 010133 010376 010453
鄭○岑 侯○均 鄭○琪 陳○宇 陳○宥 楊○安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B卷) 生命教育Ⅰ(A卷)

010359 010280 010153 010132 010310 010036
莊○昕 潘○翔 潘○慈 郭○睿 張○紘 林○蓁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B卷) 生命教育Ⅰ(A卷)

010340 010277 010147 010087 010302 010032
許○翔 楊○閎 陳○妤 劉○慈 吳○祐 陳○安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生命教育Ⅰ(A卷) 生命教育Ⅰ(A卷)

010339 010276 010144 010077 010595 010027
張○晙 黃○庭 呂○瑜 林○蔓 蘇○恩 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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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35 910111 910079 010565 010503 010483
陳○庭 李○楨 林○蓁 李○彤 游○鑫 曾○儒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21 910107 910064 010561 010500 010480
劉○昀 楊○恩 高○為 江○紜 張○惠 唐○瑜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19 910100 910062 010557 010499 010474
廖○庭 張○儐 施○翔 劉○聰 張○妤 余○杰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16 910099 010634 010551 010498 010429
曾○晏 康○晟 劉○廷 郭○熙 林○諍 陳○翔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14 910096 010573 010506 010496 010426
陳○瑋 呂○霖 葉○彤 趙○琦 李○恩 姚○妤

數學AⅡ 數學AⅡ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地球科學Ⅰ
910113 910090 010567 010505 010489 010423
陳○蓁 魏○恩 周○宥 楊○瑜 蔣○翔 杜○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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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88 910270 910249 910220 910190 910168
張○瑄 林○宇 吳○褕 侯○綾 陳○丞 許○齊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82 910263 910248 910216 910189 910158
羅○城 謝○綺 王○云 吳○廷 陳○昕 潘○慈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81 910256 910242 910212 910185 910152
謝○佑 陳○婷 黃○睿 鄭○暘 翁○筑 陳○欣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79 910252 910236 910194 910183 910151
鄧○幃 林○蓉 邱○喆 謝○晴 周○瑾 陳○喬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76 910251 910233 910192 910181 910149
黃○舒 林○庭 吳○豐 葉○楣 史○幼 馬○欣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74 910250 910230 910191 910179 910136
陳○嘉 周○庭 顏○婷 曾○昕 王○萱 黃○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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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35 910417 910406 910362 910341 910313
魏○臻 謝○修 李○昕 蔡○晏 張○翔 楊○安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34 910413 910402 910352 910333 910308
劉○璇 楊○億 方○堯 鄭○元 詹○蔚 柯○諺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24 910412 910384 910349 910332 910305
周○淳 曾○嘉 鄭○瀚 黃○勁 楊○瑀 林○亨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23 910409 910383 910348 910324 910300
李○瑜 陳○佑 劉○鑫 陸○均 許○佳 伍○育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19 910408 910382 910346 910316 910295
方○恩 郭○霆 葉○安 陳○穎 劉○良 董○儀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18 910407 910367 910343 910314 910292
顏○哲 李○賓 蘇○蓉 莊○丞 葉○鑫 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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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94 910567 910535 910504 910483 910464
王○禕 陳○甄 葉○均 羅○晴 陳○綸 黃○淨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84 910563 910532 910503 910481 910458
陳○廷 洪○伶 張○晴 謝○妮 郭○正 洪○綺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82 910560 910524 910501 910475 910455
許○捷 林○圓 王○姍 賴○昀 宋○諺 田○玄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76 910548 910521 910494 910474 910450
吳○安 莊○諺 廖○碩 柯○恩 吳○翰 蔡○增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72 910544 910517 910492 910469 910446
黃○瑄 洪○恩 陳○竹 李○瑜 魏○珊 董○愷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69 910541 910509 910490 910465 910445
陳○莛 王○富 肖○駿 宋○蔓 黃○恩 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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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考試時間： 1415~1505 缺考人數：

數學BⅡ 數學AⅡ
910356 910641
林○利 蔡○真

數學BⅡ 數學AⅡ
910224 910623
郭○詠 陳○翰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203 910619
康○詳 梁○譞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428 910617
許○綺 徐○堯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611 910613
吳○皜 林○勳

數學BⅡ 數學AⅡ 數學AⅡ
910570 910811 910599
黃○瑜 陳○瑜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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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456 010394 010308 010257 010194 010114
向○葵 郭○維 張○程 陳○如 謝○家 林○蓮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451 010389 010307 010256 010192 010107
黃○尉 宋○均 孫○丞 許○雯 温○均 錢○廷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449 010368 010302 010246 010191 010106
陳○捷 吳○謙 吳○祐 羅○宸 曾○綺 鄧○叡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401 010328 010300 010239 010185 010105
趙○靖 賴○睿 朱○慶 陳○其 郭○螢 蔡○焱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396 010323 010261 010234 010120 010100
陳○伃 陳○晴 蔡○庭 江○逸 曾○喬 陳○元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395 010320 010259 010230 010116 010098
陳○妤 康○維 黃○妤 王○予 徐○歆 許○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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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美)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77 010214 010133 010029 010595 010517
楊○閎 吳○儀 陳○宇 林○安 蘇○恩 莊○綸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74 010205 010071 010252 010586 010509
陳○新 陳○圻 楊○儀 沈○瑜 柯○堉 朱○亨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70 010201 010069 010530 010542 010471
夏○潤 洪○軒 黃○銘 林○薇 蔡○珊 黃○慧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美)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64 010200 010055 010610 010540 010466
古○玄 邱○銓 鄭○倫 楊○綺 楊○薰 郭○昀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美)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25 010197 010033 010603 010524 010462
歐○竺 李○誠 蔡○恩 郭○妤 賴○熏 柯○聿

資訊科技Ⅰ 資訊科技Ⅰ 物理Ⅰ(美) 物理Ⅰ 物理Ⅰ 物理Ⅰ
010220 010136 010032 010596 010519 010461
胡○馨 陳○全 陳○安 丁○媗 許○瑜 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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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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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35 010503 010480 010425 010349 010292
劉○綸 游○鑫 唐○瑜 林○佳 謝○宇 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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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28 010499 010478 010418 010338 010289
陳○翰 張○妤 洪○甯 韓○丞 袁○懌 陳○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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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22 010498 010475 010410 010334 010285
邱○瑋 林○諍 林○呈 陳○宇 杜○翰 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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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56 010494 010474 010407 010333 010281
楊○澤 吳○庭 余○杰 林○原 吳○震 羅○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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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55 010489 010431 010404 010295 010280
黃○雁 蔣○翔 陳○真 吳○睿 鄭○容 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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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05 010483 010426 010359 010294 010279
楊○瑜 曾○儒 姚○妤 莊○昕 劉○寧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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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 考試地點： 210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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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48 910223 910189 910158 910135 910084
王○云 張○晶 陳○昕 潘○慈 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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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47 910220 910183 910149 910134 910074
賴○恩 侯○綾 周○瑾 馬○欣 許○愷 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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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44 910217 910181 910147 910105 910069
楊○稑 李○庭 史○幼 林○安 黃○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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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43 910216 910179 910146 910099 910064
黃○文 吳○廷 王○萱 林○靚 康○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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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40 910206 910176 910140 910098 910063
陳○霖 陳○行 劉○均 蔡○峻 洪○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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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33 910197 910160 910137 910094 910061
吳○豐 吳○杰 蔣○珉 黃○詠 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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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F 考試地點： 211 教室 應考人數： 36
考試時間： 152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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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46 910418 910407 910376 910333 910296
董○愷 顏○哲 李○賓 郭○翊 詹○蔚 潘○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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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44 910417 910401 910369 910322 910288
許○福 謝○修 鄭○喬 宋○豪 林○妤 張○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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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42 910413 910394 910349 910314 910281
張○瑋 楊○億 洪○莉 黃○勁 葉○鑫 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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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35 910412 910393 910348 910313 910274
魏○臻 曾○嘉 金○瑜 陸○均 楊○安 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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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30 910409 910384 910346 910308 910267
郭○婷 陳○佑 鄭○瀚 陳○穎 柯○諺 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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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23 910408 910380 910343 910305 910263
李○瑜 郭○霆 黃○偉 莊○丞 林○亨 謝○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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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G 考試地點： 212 教室 應考人數： 28
考試時間： 152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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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23 910587 910517 910477
陳○翰 楊○旭 陳○竹 林○澄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選修化學-物Ⅰ
910617 910582 910516 910476
徐○堯 許○捷 陳○堂 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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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28 910613 910547 910511 910474
許○綺 林○勳 莊○澄 洪○瑋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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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38 910612 910541 910503 910464
許○容 吳○正 王○富 謝○妮 黃○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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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33 910602 910528 910481 910458
李○誼 陳○妤 汪○佑 郭○正 洪○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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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29 910594 910525 910478 910450
顏○宸 王○禕 吳○婷 林○恩 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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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11
考試時間： 0910~1000 缺考人數：

歷史Ⅲ
910196
王○誠

歷史Ⅲ 歷史Ⅱ
910613 010530
林○勳 林○薇

歷史Ⅲ 歷史Ⅱ
910453 010561
顏○倫 江○紜

歷史Ⅲ 歷史Ⅱ
910435 010345
魏○臻 陳○皓

歷史Ⅲ 歷史Ⅱ
910430 010133
郭○婷 陳○宇

歷史Ⅲ 歷史Ⅱ
910363 010122
蔡○慧 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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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99 010461 010379 010325 010302 010165
張○妤 侯○妤 黃○龍 潘○樺 吳○祐 康○豪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96 010456 010359 010316 010282 010122
李○恩 向○葵 莊○昕 鍾○勳 王○彤 劉○慈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71 010423 010345 010314 010256 010112
黃○慧 杜○諠 陳○皓 黃○文 許○雯 吳○賢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70 010418 010340 010310 010251 010101
陳○儀 韓○丞 許○翔 張○紘 沈○禾 陳○齊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69 010410 010338 010308 010233 010100
陳○儀 陳○宇 袁○懌 張○程 朱○智 陳○元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010462 010396 010334 010306 010201 010057
柯○聿 陳○伃 杜○翰 邱○霖 洪○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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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3
考試時間： 1010~1100 缺考人數：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139 010015 910613 010530 010557
歐○華 許○嘉 林○勳 林○薇 劉○聰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107 010009 910435 010592 010551
楊○恩 吳○茵 魏○臻 盧○成 郭○熙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064 010005 910432 010584 010542
高○為 劉○帆 陳○珠 周○宏 蔡○珊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552 010026 010004 910349 010583 010532
黃○榕 謝○安 張○淯 黃○勁 李○辰 夏○英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531 010018 010002 910098 010565 010524
林○芸 陳○蓉 王○翔 洪○維 李○彤 賴○熏

家政Ⅱ 音樂史Ⅱ(音) 音樂史Ⅱ(音) 公民與社會Ⅲ 公民與社會Ⅱ 公民與社會Ⅱ
910234 010016 010001 910063 010561 010517
林○祥 陳○緹 方○傑 洪○碩 江○紜 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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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B 考試地點： 319 教室 應考人數： 21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Ⅱ(美)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010027 910218 910612
周○樂 周○怡 吳○正

地理Ⅲ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910428 910160 910560
許○綺 蔣○珉 林○圓

地理Ⅲ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910550 910139 910413
陳○蒝 歐○華 楊○億

國語文Ⅱ(美) 地理Ⅲ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010039 910417 910107 910408
張○榕 謝○修 楊○恩 郭○霆

國語文Ⅱ(美) 地理Ⅲ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010030 910320 910064 910303
柯○圻 李○怡 高○為 吳○言

國語文Ⅱ(美) 地理Ⅲ 生物-探究BⅡ 生物-探究BⅡ
010028 910242 910613 910140
林○廷 黃○睿 林○勳 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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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39 010310 010276 010165 010102 010018
張○晙 張○紘 黃○庭 康○豪 黃○倫 陳○蓉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38 010308 010273 010163 010100 010016
袁○懌 張○程 陳○御 林○澄 陳○元 陳○緹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26 010306 010233 010144 010090 010015
鄭○宣 邱○霖 朱○智 呂○瑜 王○宸 許○嘉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23 010302 010205 010142 010087 010009
陳○晴 吳○祐 陳○圻 蔡○恩 劉○慈 吳○茵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15 010295 010203 010133 010057 010002
劉○圃 鄭○容 范○豪 陳○宇 王○霆 王○翔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314 010289 010201 010105 010026 010001
黃○文 陳○甄 洪○軒 蔡○焱 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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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D 考試地點： 209 教室 應考人數： 35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592 010549 010515 010441 010373
盧○成 莊○騰 張○嘉爵 汪○瑜 翁○紹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530 010586 010542 010475 010423 010371
林○薇 柯○堉 蔡○珊 林○呈 杜○諠 林○寬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634 010583 010532 010471 010418 010370
劉○廷 李○辰 夏○英 黃○慧 韓○丞 林○任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626 010578 010524 010462 010410 010368
許○恩 王○騰 賴○熏 柯○聿 陳○宇 吳○謙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610 010573 010523 010456 010396 010345
楊○綺 葉○彤 蔡○育 向○葵 陳○伃 陳○皓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國語文Ⅱ
010594 010557 010517 010451 010379 010340
羅○程 劉○聰 莊○綸 黃○尉 黃○龍 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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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P 考試地點： 圖書館3F 教室 應考人數： 2
考試時間： 1110~1200 缺考人數：

生活科技Ⅰ
010584
周○宏

生活科技Ⅰ
0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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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