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日語會話三-1(共26人) 1071日語會話三-2(共33人) 1071日語會話五-1(共28人) 1071日語會話五-2(共33人)

班級 學號 學生 班級 學號 學生 班級 學號 學生 班級 學號 學生

日二1 •50607001 朱育柔 日二1 •50607003 傅品晏 日三1 •50507001 陳淑靜 日三1 •50507005 許靜慈

日二1 •50607002 鄭宇翔 日二1 •50607006 張簡彥佐 日三1 •50507002 李佳柔 日三1 •50507008 林惋郁

日二1 •50607004 謝筱筠 日二1 •50607007 邵于瑄 日三1 •50507004 黃玉婷 日三1 •50507010

日二1 •50607005 宋玗蓁 日二1 •50607008 吳宜臻 日三1 •50507006 郭玄祐 日三1 •50507011 莊淯鈜

日二1 •50607011 李毓錡 日二1 •50607009 葉銘翰 日三1 •50507007 王文謙 日三1 •50507012 羅睿廷

日二1 •50607013 溫雅筑 日二1 •50607012 石迎秀 日三1 •50507009 吳思妤 日三1 •50507013 林虹均

日二1 •50607014 薛梓宣 日二1 •50607015 喬恩綺 日三1 •50507018 劉元珍 日三1 •50507014 鐘敏毓

日二1 •50607016 莊佳蓉 日二1 •50607018 陳心怡 日三1 •50507023 呂舒蓉 日三1 •50507015 林沛穎

日二1 •50607017 許育瑋 日二1 •50607019 廖紫宇 日三1 •50507027 李婕希 日三1 •50507016

日二1 •50607020 張淑婷 日二1 •50607021 李玟潔 日三1 •50507029 黃瑞廷 日三1 •50507017 陳怡郡

日二1 •50607023 王靜雯 日二1 •50607022 林柔瑄 日三1 •50507031 葉惠如 日三1 •50507019 蘇皇杰

日二1 •50607025 陳琦侑 日二1 •50607024 郭伊婷 日三1 •50507032 曾春月 日三1 •50507020 曾欣慈

日二1 •50607029 陳冠廷 日二1 •50607026 許芯語 日三1 •50507041 林雅雯 日三1 •50507022 陳儀諠

日二1 •50607030 黃菀榆 日二1 •50607027 張育文 日三1 •50507042 褚鎮睿 日三1 •50507024

日二1 •50607033 簡郁亭 日二1 •50607028 陳姿卉 日三1 •50507043 周妙蓉 日三1 •50507026 黃冠倫

日二1 •50607035 張郁琪 日二1 •50607031 黃美端 日三1 •50507045 孫琍蓉 日三1 •50507030 張喻琁

日二1 •50607042 李豐姿 日二1 •50607032 莊宇婷 日三1 •50507047 莊詠淳 日三1 •50507033 蔡喨羽

日二1 •50607044 陳譽昇 日二1 •50607034 何苡瑄 日三1 •50507048 張桂華 日三1 •50507034 王渟雅

日二1 •50607046 李采亭 日二1 •50607036 黃靖凱 日三1 •50507049 林泳潔 日三1 •50507035 孫嘉蔚

日二1 •50607048 許晉玟 日二1 •50607037 王靚雅 日三1 •50507050 王映心 日三1 •50507036 楊靜雅

日二1 •50607049 吳思蓉 日二1 •50607038 吳祐萱 日三1 •50507052 劉佳音 日三1 •50507038 方心妤

日二1 •50607050 楊怡欣 日二1 •50607039 許雅誼 日三1 •50507053 高如姍 日三1 •50507039 陳嘉森

日二1 •50607051 葉語玟 日二1 •50607040 林尹柔 日三1 •50507054 張詠鈞 日三1 •50507040 周曉雯

日二1 •50607052 簡銘成 日二1 •50607043 陳祺明 日三1 •50507056 陳奕璇 日三1 •50507044 廖慧雯

日二1 •50607054 胡倖瑜 日二1 •50607045 周虹綺 日三1 •50507057 邱意淳 日三1 •50507046 吳孟琳

日二1 •50501042 朱育琳 日二1 •50607047 翁苡瑄 日三1 •50507060 陳郁晴 日三1 •50507051 謝雅婷

日二1 •50607053 裴勇翔 日三1 •50507061 陳妙楓 日三1 •50507055 葉人瑋

日二1 •50607055 林妙茹 日三1 •50507064 林鈺紜 日三1 •50507058 莊祖硯

日二1 •50607056 王喬欣 日三1 •50507062 陳筠享

日二1 •50602139 蘇婉綨 日三1 •50506061 孫子翊

日二1 •50501010 吳佳穎 日三1 •50505050 余姿瑩

日二1 50507003 黃妙伶 日三1 •50502046 李右平

日二1 50607057 王軒浩 日三1 •50503117 戴炫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