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高中女生科學(技)教育巡訪計畫分組名單

班級 姓名 班別 組別 便當(葷素)

215 許O倫 物理A班 A01 葷

215 鄭O云 物理A班 A01 葷

215 李O穎 物理A班 A02 葷

215 陳O靚 物理A班 A02 葷

215 王O萱 物理A班 A03 葷

215 蔡O諼 物理A班 A03 葷

214 羅O昕 物理A班 A04 葷

214 陳O希 物理A班 A04 葷

204 尤O玟 物理A班 A05 葷

204 張O芯 物理A班 A05 葷

205 胡O妮 物理A班 A06 葷

205 陳O瑜 物理A班 A06 葷

203 黃O安 物理A班 A07 素

203 賴O慈 物理A班 A07 葷

203 吳O妤 物理A班 A08 葷

203 林O嫻 物理A班 A08 葷

205 葉O璇 物理A班 A09 葷

205 鄭O璇 物理A班 A09 葷

204 李O倫 物理A班 A10 葷

204 林O瑄 物理A班 A10 葷

203 周O君 物理A班 A11 葷

203 黄O晏 物理A班 A11 葷

203 許O晴 物理A班 A11 葷



 110高中女生科學(技)教育巡訪計畫分組名單

班級 姓名 班別 組別 便當(葷素)

215 游O如 物理B班 B01 葷

215 黃O慈 物理B班 B01 葷

110 周O穎 物理B班 B02 葷

110 鍾O恩 物理B班 B02 葷

102 黃O貞 物理B班 B03 葷

102 謝O俐 物理B班 B03 葷

201 楊O庭 物理B班 B04 葷

201 鄭O萍 物理B班 B04 葷

201 楊O安 物理B班 B05 葷

201 賴O妤 物理B班 B05 葷

201 黃O婷 物理B班 B06 葷

201 鄭O綺 物理B班 B06 葷

201 王O濡 物理B班 B07 葷

201 周O妤 物理B班 B07 葷

201 王O安 物理B班 B08 葷

201 顏O玟 物理B班 B08 葷

201 林O晴 物理B班 B09 葷

201 黃O芳 物理B班 B09 葷

201 許O茹 物理B班 B10 葷

201 陳O炘 物理B班 B10 葷

204 陳O奕 物理B班 B11 葷

214 謝O恩 物理B班 B11 葷

215 王O怡 物理B班 B12 葷

215 曾O諾 物理B班 B12 葷

202 陳O媗 物理B班 B13 葷

202 劉O妤 物理B班 B13 素

202 王O晴 物理B班 B14 葷

202 劉O睿 物理B班 B14 葷

202 傅O瑄 物理B班 B15 葷

202 鄭O淳 物理B班 B15 葷

215 蘇O凌 物理B班 B16 葷

215 廖O淇 物理B班 B16 葷

106 洪O惞 物理B班 B17 葷

112 童O芯 物理B班 B17 葷



 110高中女生科學(技)教育巡訪計畫分組名單

班級 姓名 班別 組別 便當(葷素)

115 陳O穎 化學C班 C01 葷

115 劉O汶 化學C班 C01 葷

115 孟O語 化學C班 C02 葷

115 劉O珍 化學C班 C02 葷

109 陳O瑾 化學C班 C03 葷

109 陳O儀 化學C班 C03 葷

104 黃O儀 化學C班 C04 葷

104 鄭O甯 化學C班 C04 葷

215 張O容 化學C班 C05 葷

215 陳O安 化學C班 C05 葷

302 陳O琦 化學C班 C06 葷

303 孫O絜 化學C班 C06 葷

214 張O珺 化學C班 C07 葷

214 許O瑛 化學C班 C07 葷

201 黃O僑 化學C班 C08 葷

201 盧O辰 化學C班 C08 葷

107 陳O伶 化學C班 C09 葷

115 王O瑜 化學C班 C09 葷

201 張O軒 化學C班 C10 葷

201 許O豈 化學C班 C10 葷

203 郭O婕 化學C班 C11 葷

203 黃O涵 化學C班 C11 葷

204 吳O蓁 化學C班 C12 葷

204 林O瑀 化學C班 C12 葷

203 李O函 化學C班 C13 葷

203 黃O瑄 化學C班 C13 葷

215 林O宣 化學C班 C14 葷

215 張O軒 化學C班 C14 葷

215 吳O怡 化學C班 C15 葷

215 顏O芩 化學C班 C15 葷

104 陳O慧 化學C班 C16 葷

203 盧O陵 化學C班 C16 葷

203 柯O安 化學C班 C17 葷

203 莊O玟 化學C班 C17 葷

205 温O諼 化學C班 C18 葷

205 黃O綸 化學C班 C18 葷

203 江O旻 化學C班 C19 葷

203 張O培 化學C班 C19 葷

205 梁O禎 化學C班 C20 葷

205 莊O萱 化學C班 C20 葷



 110高中女生科學(技)教育巡訪計畫分組名單

班級 姓名 班別 組別 便當(葷素)

115 陳O捷 生物D班 D01 葷

115 劉O辰 生物D班 D01 葷

115 許O諄 生物D班 D02 葷

115 蔡O甯 生物D班 D02 葷

206 黃O棋 生物D班 D03 葷

206 黃O琁 生物D班 D03 葷

112 胡O晨 生物D班 D04 葷

112 廖O宣 生物D班 D04 葷

115 許O睿 生物D班 D05 葷

115 陳O穎 生物D班 D05 葷

204 林O盈 生物D班 D06 葷

204 薛O恩 生物D班 D06 葷

306 林O樺 生物D班 D07 葷

306 黃O萱 生物D班 D07 葷

115 黃O涵 生物D班 D08 葷

115 賴O莛 生物D班 D08 葷

115 余O蓁 生物D班 D09 葷

115 姚O辰 生物D班 D09 葷

306 梁O瑄 生物D班 D10 葷

306 陳O蓁 生物D班 D10 葷

104 黃O殷 生物D班 D11 葷

104 鄭O庭 生物D班 D11 葷

110 陳O雯 生物D班 D12 葷

110 蕭O苡 生物D班 D12 葷

214 柯O芳 生物D班 D13 葷

214 黃O庭 生物D班 D13 葷

105 胡O玲 生物D班 D14 葷

105 胡O羚 生物D班 D14 葷

206 李O妮 生物D班 D15 葷

206 賴O均 生物D班 D15 葷

206 林O希 生物D班 D16 葷

206 陳O帆 生物D班 D16 葷

107 黃O筠 生物D班 D17 葷

107 賴O婕 生物D班 D17 葷

215 吳O臻 生物D班 D18 葷

315 張O歆 生物D班 D18 葷

110 江O蓁 生物D班 D19 葷

110 李O旼 生物D班 D19 葷

103 張O安 生物D班 D20 葷

306 李O臻 生物D班 D20 葷

306 林O涵 生物D班 D20 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