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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OR INTERNATIONAL SCHOOL - SENIOR HIGH SCHOOL BEITUN CAMPUS 

110學年度【高中社團】選社結果公告 P-1 

    本學年高中社團選社結果如下，提醒同學於社團課程進行前準備好相關所需物品。 

 一、社團皆是由同學自己選擇，請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二、社團參加以一學年為單位，中途除非特殊原因不得申請轉社，分發後不得以社費過高或 

   無法自備器材為理由申請轉社。 

 三、若上課狀況表現不佳或不配合授課教師管理，屢勸不聽，學務處將進行輔導轉社，不得 

   異議。 

 四、社團分發依據志願序選填方式處理，若社團人數不足以成班，將輔導改選擇其他社團。 

五、若對以上說明有不清楚的部分，請洽：學務處訓育組嘉如組長#721或燕娣老師#724。 

 

【週五 綜合活動社團】 

葳格國際學校 中學部 北屯校區 

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普一甲 1 吳o霏 Wagor Elites 普一甲 9 簡o奚 吉他社

普一乙 29 李o蓓 Wagor Elites 普一甲 12 林o昇 吉他社

普一丙 1 王o婕 Wagor Elites 普一甲 18 馮o憲 吉他社

普一丙 13 戴o薇 Wagor Elites 普一甲 19 詹o維 吉他社

普二甲 15 湯o瑄 Wagor Elites 普一乙 4 吳o依 吉他社

普二甲 17 黃o喬 Wagor Elites 普一丙 3 呂o甄 吉他社

普二乙 5 張o婕 Wagor Elites 普一丙 4 林o辰 吉他社

普二乙 6 張o Wagor Elites 普一丙 5 林o萱 吉他社

普二丙 14 林o學 Wagor Elites 普一丙 24 張o翔 吉他社

普一甲 3 李o安 手工藝社 普一丙 27 鄭o璿 吉他社

普一甲 7 蔡o葳 手工藝社 餐一甲 14 熊o瑄 吉他社

普一甲 14 廖o勝 手工藝社 餐一甲 18 蕭o玟 吉他社

普一乙 1 甘o靈 手工藝社 餐一甲 25 莊o宇 吉他社

普一乙 26 廖o安 手工藝社 普二甲 4 來o吟 吉他社

普一丙 10 黃o意 手工藝社 普二丙 2 朱o妤 吉他社

普一丙 12 廖o伶 手工藝社 普二丙 4 吳o妮 吉他社

餐一甲 1 尤o婷 手工藝社 普二丙 7 黃o慈 吉他社

餐一甲 3 呂o韶 手工藝社 普二丙 18 張o傑 吉他社

普二甲 1 朱o妍 手工藝社 餐二甲 12 楊o安 吉他社

普二甲 5 賴o儒 手工藝社 普一乙 10 郭o芸 春暉社

普二甲 16 黃o陵 手工藝社 普一丙 9 曾o惠 春暉社

普二乙 17 林o奇 手工藝社 普一丙 18 吳o雨 春暉社

普二乙 27 李o宸 手工藝社 普一丙 21 林o庭 春暉社

餐二甲 5 胡o瑄 手工藝社 餐一甲 8 湯o蔚 春暉社

餐二甲 6 胡o瑜 手工藝社 餐一甲 26 陳o亘 春暉社

餐二乙 2 賴o樂 手工藝社 餐一甲 29 廖o瓏 春暉社

餐二乙 5 柯o蓉 手工藝社 餐一甲 30 廖o承 春暉社

餐二乙 9 張o恩 手工藝社 普二乙 13 羅o麟 春暉社

餐二乙 12 廖o淇 手工藝社 普二乙 15 汪o逸 春暉社

普二丙 8 洪o涵 春暉社

普二丙 11 何o宸 春暉社

餐二甲 1 石o宇 春暉社

餐二甲 2 李o岑 春暉社

餐二甲 7 孫o恩 春暉社

餐二甲 8 陳o蔓 春暉社

餐二乙 15 蔡o霖 春暉社

餐二乙 17 卓o軒 春暉社

餐二乙 19 顏o郡 春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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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普一甲 8 謝o享 桌遊社 普一甲 6 林o恩 排球社

普一甲 15 陳o恩 桌遊社 普一甲 17 陳o閔 排球社

普一乙 9 梁o洳 桌遊社 普一乙 2 朱o曦 排球社

普一乙 12 陳o妤 桌遊社 普一乙 3 吳o霖 排球社

餐一甲 17 蔡o璇 桌遊社 普一乙 6 吳o儀 排球社

餐一甲 19 賴o妮 桌遊社 普一乙 7 張o婷 排球社

普二甲 21 賴o洋 桌遊社 普一乙 14 董o岑 排球社

普二甲 23 蘇o綸 桌遊社 普一乙 15 劉o慈 排球社

普二甲 29 陳o瑄 桌遊社 普一乙 16 劉o芳 排球社

普二甲 34 盧o宏 桌遊社 普一乙 18 朱o羽 排球社

普二乙 3 柯o農 桌遊社 普一乙 22 徐o荃 排球社

普二丙 1 王o蘋 桌遊社 普一丙 15 尹o揚 排球社

普二丙 15 林o杰 桌遊社 普一丙 25 曾o庠 排球社

普二丙 17 張o凱 桌遊社 餐一甲 7 陳o臻 排球社

普二丙 24 黃o愷 桌遊社 餐一甲 10 黃o晏 排球社

餐二甲 4 林o柔 桌遊社 餐一甲 12 葉o渟 排球社

餐二甲 11 黃o瑜 桌遊社 餐一甲 16 劉o伶 排球社

餐二甲 13 何o文 桌遊社 餐一甲 24 施o芮 排球社

餐二甲 14 朱o賢 桌遊社 餐一甲 31 羅o翔 排球社

餐二甲 16 何o毅 桌遊社 餐一甲 33 朱o依 排球社

餐二甲 18 林o玄 桌遊社 普二甲 11 陳o妤 排球社

餐二甲 22 張o 桌遊社 普二甲 19 黎o吟 排球社

餐二甲 28 廖o陞 桌遊社 普二丙 12 李o禎 排球社

餐二甲 30 洪o凱 桌遊社 普二丙 26 劉o瑋 排球社

餐二乙 8 張o涵 桌遊社 餐二甲 19 孫o聖 排球社

普一甲 5 枋o妤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1 朱o豫 排球社

普一乙 19 吳o駿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3 林o綺 排球社

普一乙 21 林o益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6 徐o晴 排球社

普一丙 11 黃o綺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10 陳o彤 排球社

普一丙 28 馬o閎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13 劉o佳 排球社

餐一甲 9 黃o琪 康樂服務社 普二甲 24 王o棋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餐一甲 20 王o任 康樂服務社 普二甲 28 胡o毅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餐一甲 23 邱o詮 康樂服務社 普二乙 1 林o妮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餐一甲 28 陳o昱 康樂服務社 普二乙 7 賴o涵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普二甲 12 陳o瑄 康樂服務社 普二丙 16 邱o智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普二甲 26 林o裕 康樂服務社 普二丙 19 許o叡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普二甲 31 葉o毅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20 林o堅 葳格飛盤隊(限校隊)

普二甲 32 塗o雋 康樂服務社 普一丙 16 王o傑 葳格棒球隊(限校隊)

普二乙 11 王o喨 康樂服務社 普二甲 33 鄭o誠 葳格棒球隊(限校隊)

普二乙 18 柯o瀚 康樂服務社 普二乙 14 黃o諺 葳格棒球隊(限校隊)

普二乙 19 秦o銘 康樂服務社 普二乙 21 張o傑 葳格棒球隊(限校隊)

普二乙 22 莊o弦 康樂服務社 普二丙 25 黃o霖 葳格棒球隊(限校隊)

普二丙 5 賴o璋 康樂服務社 普二甲 9 徐o喻 葳格儀隊(限校隊)

普二丙 21 陳o竣 康樂服務社 普二甲 18 蔡o諭 葳格儀隊(限校隊)

普二丙 22 陳o宇 康樂服務社 餐二甲 10 陳o怡 葳格儀隊(限校隊)

餐二甲 23 陳o瑋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4 林o妮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11 廖o岑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14 劉o鳴 康樂服務社

餐二乙 21 洪o塏 康樂服務社

WAGOR INTERNATIONAL SCHOOL - SENIOR HIGH SCHOOL BEITUN CAMPUS 

110學年度【高中社團】選社結果 P-2 

葳格國際學校 中學部 北屯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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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分發結果

普一甲 4 李o馨 熱舞社 普二丙 28 羅o議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乙 8 張o玉 熱舞社 普一丙 17 朱o均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乙 11 郭o妡 熱舞社 普二乙 16 周o宸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乙 17 劉o齊 熱舞社 普二乙 23 余o豪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乙 30 蕭o菲 熱舞社 普二乙 25 黃o威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丙 2 王o云 熱舞社 普二乙 26 黃o鑫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丙 6 張o萍 熱舞社 普二丙 9 謝o汝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普一丙 30 張o甯 熱舞社 餐二乙 16 古o凱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餐一甲 4 黃o恩 熱舞社 餐二乙 18 王o原 葳格籃球隊(限校隊)

餐一甲 6 許o潔 熱舞社 普一甲 2 黃o瑄 歐洲文化研究社

餐一甲 11 葉o瑜 熱舞社 普一甲 10 王o森 歐洲文化研究社

餐一甲 15 劉o萱 熱舞社 普一甲 16 陳o傑 歐洲文化研究社

餐一甲 22 朱o揚 熱舞社 普一乙 5 吳o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甲 6 施o依 熱舞社 普一乙 13 黃o芩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甲 8 徐o昕 熱舞社 普一乙 20 林o程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甲 13 陳o琳 熱舞社 普一乙 27 謝o翔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甲 14 謝o蓉 熱舞社 普一丙 7 陳o如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乙 2 邱o慈 熱舞社 普一丙 22 林o承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乙 9 林o岑 熱舞社 普一丙 23 張o軒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乙 12 蕭o霖 熱舞社 餐一甲 2 吳o瑋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乙 20 黃o翔 熱舞社 餐一甲 5 李o宜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乙 24 陳o昕 熱舞社 餐一甲 13 詹o辰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二丙 13 陳o瑾 熱舞社 普二甲 7 薛o玲 歐洲文化研究社

餐二甲 3 林o岑 熱舞社 普二甲 20 賴o吟 歐洲文化研究社

餐二甲 9 蘇o榆 熱舞社 普二甲 25 蘇o亦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甲 11 吳o洋 籃球社 普二甲 30 陳o盛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甲 13 徐o丞 籃球社 普二乙 4 廖o歆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甲 20 謝o璿 籃球社 普二乙 8 程o亞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乙 23 陳o憲 籃球社 普二乙 10 賴o睿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乙 24 陳o廷 籃球社 普二丙 3 吳o菩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乙 25 萬o翰 籃球社 普二丙 6 陳o晴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乙 28 鍾o陽 籃球社 普二丙 20 許o旻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丙 8 曾o妍 籃球社 餐二甲 21 張o樺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丙 14 尹o揚 籃球社 餐二甲 27 黃o諺 歐洲文化研究社

普一丙 20 李o哲 籃球社

普一丙 26 黃o富 籃球社

普一丙 29 林o璿 籃球社

餐一甲 21 全o偃 籃球社

餐一甲 27 陳o勝 籃球社

餐一甲 32 嚴o翔 籃球社

普二甲 2 何o菁 籃球社

普二甲 3 吳o臻 籃球社

普二甲 10 張o心 籃球社

普二甲 22 賴o仁 籃球社

普二甲 27 林o侖 籃球社

普二丙 10 朱o晟 籃球社

普二丙 27 賴o佑 籃球社

餐二甲 15 何o樂 籃球社

餐二甲 17 何o權 籃球社

餐二甲 20 徐o勳 籃球社

餐二甲 25 陳o恩 籃球社

餐二甲 26 陳o珉 籃球社

餐二甲 29 劉o維 籃球社

餐二乙 7 許o庭 籃球社

WAGOR INTERNATIONAL SCHOOL - SENIOR HIGH SCHOOL BEITUN CAMPUS 

110學年度【高中社團】選社結果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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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 班級 座號 姓名 社團

普一乙 9 梁o洳 羽球社 餐一甲 1 尤o婷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5 劉o慈 羽球社 餐一甲 2 吳o瑋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6 劉o芳 羽球社 餐一甲 3 呂o韶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7 劉o齊 羽球社 餐一甲 4 黃o恩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8 朱o羽 羽球社 餐一甲 5 李o宜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9 吳o駿 羽球社 餐一甲 6 許o潔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2 徐o荃 羽球社 餐一甲 7 陳o臻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4 陳o廷 羽球社 餐一甲 8 湯o蔚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8 鍾o陽 羽球社 餐一甲 9 黃o琪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 王o婕 羽球社 餐一甲 10 黃o晏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2 王o云 羽球社 餐一甲 11 葉o瑜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3 呂o甄 羽球社 餐一甲 12 葉o渟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4 尹o揚 羽球社 餐一甲 13 詹o辰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5 尹o揚 羽球社 餐一甲 14 熊o瑄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26 黃o富 羽球社 餐一甲 15 劉o萱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27 鄭o璿 羽球社 餐一甲 16 劉o伶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0 郭o芸 飛盤社 餐一甲 17 蔡o璇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12 陳o妤 飛盤社 餐一甲 18 蕭o玟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0 林o程 飛盤社 餐一甲 19 賴o妮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1 林o益 飛盤社 餐一甲 20 王o任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5 林o萱 飛盤社 餐一甲 22 朱o揚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8 曾o妍 飛盤社 餐一甲 23 邱o詮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6 王o傑 飛盤社 餐一甲 24 施o芮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24 張o翔 飛盤社 餐一甲 25 莊o宇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3 陳o憲 飛盤社 餐一甲 26 陳o亘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5 萬o翰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27 陳o勝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27 謝o翔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28 陳o昱 烘焙丙級社

普一乙 30 蕭o菲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29 廖o瓏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7 陳o如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32 嚴o翔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1 黃o綺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33 朱o依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7 朱o均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21 全o偃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20 李o哲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30 廖o承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0 黃o意 創客任我玩 餐一甲 31 羅o翔 烘焙丙級社

普一丙 18 吳o雨 創客任我玩 普一乙 1 甘o靈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21 林o庭 創客任我玩 普一乙 2 朱o曦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22 林o承 創客任我玩 普一乙 3 吳o霖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乙 29 李o蓓 熱音社 普一乙 5 吳o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乙 4 吳o依 熱音社 普一乙 6 吳o儀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乙 8 張o玉 熱音社 普一乙 7 張o婷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乙 11 郭o妡 熱音社 普一乙 13 黃o芩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4 林o辰 熱音社 普一乙 14 董o岑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13 戴o薇 熱音社 普一乙 26 廖o安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29 林o璿 熱音社 普一丙 6 張o萍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9 曾o惠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12 廖o伶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23 張o軒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25 曾o庠 粉彩手工藝社

普一丙 30 張o甯 粉彩手工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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