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考級別 班級 學生姓名

中等 護理111 張◎慧

中等 護理112 陳◎宣

中等 護理112 曹◎婷

中等 護理113 郭◎祐

中等 護理113 姚◎蓁

中等 護理114 呂◎柔

中等 護理114 沈◎瑩

中等 護理115 汪◎怡

中等 護理116 王◎穎

中等 護理116 陳◎萱

中等 護理202 蘇◎臻

中等 護理202 許◎菱

中等 護理207 杜◎軒

中等 護理207 廖◎婕

中等 護理207 簡◎校

中等 護理208 鍾◎蓉

中等 護理208 陶◎彤



中等 護理208 翁◎汶

中等 護理208 伍◎娘

中等 護理208 李◎安

中等 護理208 林◎妤

中等 護理209 劉◎薰

中等 護理209 李◎真

中等 護理209 翁◎均

中等 護理210 塗◎柔

中等 護理301 王◎綺

中等 護理301 楊◎雯

中等 護理301 王◎媚

中等 護理306 孫◎柔

中等 護理307 傅◎詒

中等 護理307 詹◎媚

中等 護理311 蔡◎芸

中等 護理311 孫◎玲

中等 護理311 張◎姍

中等 護理311 吳◎絜



中等 護理316 劉◎萱

中等 護理316 楊◎璇

中等 護理316 徐◎嘉

中等 護理316 黃◎蓁

中等 護理316 黃◎瑩

中等 護理316 陳◎甄

中等 護理201 林◎雯

中等 護理201 謝◎瑾



應考級別 班級 學生姓名
中等 口腔101 方◎婷
中等 口腔101 姚◎汝
中等 口腔101 梁◎穎
中等 口腔301 王◎棻
中等 口腔301 蘇◎惠
中等 幼保302 廖◎安
中等 視光202 周◎婷
中等 視光202 古◎華
中等 視光302 莊◎慧
中等 醫保202 李◎葳
中等 醫保202 林◎鵑
中等 醫保202 黃◎樺
中等 醫保202 羅◎孝
中等 醫保301 顏◎涵
中等 醫保301 陳◎蓁
中等 護理101 陳◎謙
中等 護理101 辛◎銘
中等 護理105 廖◎婷
中等 護理105 許◎庭
中等 護理105 劉◎慈
中等 護理105 許◎柔
中等 護理105 陳◎廷
中等 護理105 傅◎宣
中等 護理105 李◎誼
中等 護理108 簡◎靜
中等 護理109 康◎媗
中等 護理111 胡◎育
中等 護理112 林◎彤
中等 護理112 游◎涵
中等 護理112 賈◎宜
中等 護理113 吳◎靜
中等 護理113 方◎
中等 護理113 陳◎蓉
中等 護理113 丁◎珊
中等 護理114 蔡◎涵
中等 護理114 陳◎婷



中等 護理114 張◎竺
中等 護理114 陳◎雲
中等 護理301 沈◎婷
中等 護理301 詹◎伶
中等 護理301 張◎榕
中等 護理308 蔡◎蘋
中等 護理315 黃◎菱
中等 護理515 劉◎昀
初等 護理104 廖◎韋

中高等 幼保301 陳◎安
中高等 醫保202 吳◎慈
中高等 護理301 沈◎恩
中高等 護理301 吳◎萱
中高等 護理301 李◎芸
中高等 護理301 陳◎卉
中高等 護理315 范◎宣
中高等 護理515 游◎臻
中高等 護理515 鄭◎如
中高等 護理515 羅◎伶



應考級別 班級 學生姓名
中等 口腔101 張◎碩
中等 口腔501 黃◎揚
中等 健管101 林◎羽
中等 視光102 陳◎宜
中等 護理101 曾◎瑄
中等 護理101 林◎
中等 護理101 宋◎雯
中等 護理101 朱◎睿
中等 護理101 謝◎儒
中等 護理101 林◎恩
中等 護理101 黃◎菲
中等 護理101 陳◎
中等 護理101 徐◎瑄
中等 護理101 廖◎薰
中等 護理101 王◎薰
中等 護理101 童◎慈
中等 護理101 朱◎智
中等 護理101 陳◎寅
中等 護理101 陳◎萱
中等 護理102 吳◎樺
中等 護理102 黃◎妤
中等 護理102 章◎澔
中等 護理102 葉◎婕
中等 護理102 林◎如
中等 護理102 鄭◎穎
中等 護理102 鄭◎云
中等 護理102 劉◎恩
中等 護理102 張◎庭
中等 護理102 吳◎融
中等 護理102 葉◎听
中等 護理102 胡◎玲
中等 護理102 林◎均
中等 護理102 黃◎芠
中等 護理102 彭◎蓁
中等 護理102 杜◎鳳
中等 護理102 周◎晅



中等 護理102 康◎庭
中等 護理102 葉◎妤
中等 護理102 邱◎瑜
中等 護理102 李◎妤
中等 護理105 吳◎育
中等 護理108 陳◎臻
中等 護理108 張◎瑜
中等 護理102 林◎萱
初等 幼保301 楊◎榆
初等 幼保301 高◎雅
初等 護理102 王◎文
初等 護理112 彭◎琋
初等 護理114 林◎馨
初等 護理114 幸◎愛
初等 護理210 曾◎娸

中高等 口腔401 陳◎樺
中高等 護理102 劉◎儀
中高等 護理109 張◎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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