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3日 12月4日 12月5日 12月6日 12月7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9 - 10 王○惠 劉○孜 吳○佳 黃○文 熊○瑄

10 - 11 王○惠 劉○孜 黃○婷 吳○佳 李○如 黃○文 熊○瑄

11 - 12 王○惠 劉○孜 林○祺 魏○富 李○如 黃○文 熊○瑄

12 - 13 王○惠 洪○森 黃○麗 黃○麗 鄒○容 張○笠 張○笠

13 - 14 楊○瑜 洪○森 林○祺 楊○涵 張○笠 張○笠 張○笠

14 - 15 劉○孜 李○潔 解○明 楊○涵 張○笠 施○舲

15 - 16 蔡○靖 劉○龍 楊○涵 王○正 施○舲

16 - 17 蔡○靖 黃○婷 劉○龍 游○洵 王○正 施○舲

17 - 18 鄧○羽 王菱瑩 李○珊 游○洵 王○正 施○舲

18 - 19 劉○龍 李○如 李○儒 林○祺 沈○閎 施○舲

19 - 20 張○庭 李○如 李○儒 李○儒 沈○閎 施○舲

20 - 21 張○庭 侯○婷 李○儒 李○儒 沈○閎 施○舲

21 - 22 劉○龍 李○儒 李○儒 沈○閎 施○舲

12月8日 12月9日 12月10日 12月11日 12月12日 12月13日 12月1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9 - 10 楊○千 劉○妤 鄭○欣 陳○瑜 黃○文 劉○妤

10 - 11 楊○千 劉○妤 鄭○欣 劉○龍 黃○文 劉○妤

11 - 12 楊○千 劉○妤 林○安 劉○龍 黃○文 劉○妤

12 - 13 楊○千 劉○妤 王菱瑩 林○安 鄒○容 劉○龍 劉○妤

13 - 14 李○如 劉○妤 陳○韋 楊○涵 鄒○容 莊○翔 劉○妤

14 - 15 李○如 謝○寧 陳○韋 楊○涵 陳○瑜 莊○翔 劉○妤

15 - 16 李○如 謝○寧 陳○韋 楊○涵 王○正 莊○翔 劉○妤

16 - 17 李○如 謝○寧 劉○龍 張○寧 王○正 莊○翔 劉○妤

17 - 18 李○萱 林○祺 劉○龍 王○正 莊○翔 陳○瑜

18 - 19 楊○禎 林○祺 李○儒 林○祺 沈○閎 劉○龍 陳○瑜

19 - 20 楊○禎 張○庭 李○儒 黃○傑 沈○閎 陳○平 陳○平

20 - 21 楊○禎 張○庭 李○儒 林○祺 沈○閎 陳○平 陳○平

21 - 22 楊○禎 劉○龍 李○儒 林○祺 沈○閎 陳○平 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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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12月16日 12月1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9 - 10 楊○瑜 黃○文 鄭○欣 洪○森 黃○文 熊○瑄

10 - 11 王○嘉 黃○文 鄭○欣 洪○森 黃○文 熊○瑄

11 - 12 王○嘉 黃○文 鄧○羽 洪○森 黃○文 熊○瑄

12 - 13 莊○仁 洪○森 蕭○琳 林○安 熊○瑄 張○笠 張○笠

13 - 14 劉○孜 洪○森 蕭○琳 楊○涵 周○芳 張○笠 張○笠

14 - 15 劉○孜 蕭○琳 楊○涵 周○芳 陳○瑜 陳○瑜

15 - 16 劉○孜 蕭○琳 楊○涵 黃○傑 陳○瑜 陳○瑜

16 - 17 劉○孜 林○安 黃○傑 陳○瑜 陳○瑜

17 - 18 李○萱 林○祺 劉○龍 黃○傑 陳○瑜 陳○瑜

18 - 19 楊○禎 黃○傑 李○儒 劉○龍 沈○閎 陳○瑜

19 - 20 楊○禎 黃○傑 李○儒 李○儒 沈○閎 陳○平 陳○平

20 - 21 楊○禎 黃○傑 李○儒 李○儒 沈○閎 陳○平 陳○平

21 - 22 楊○禎 黃○傑 李○儒 林○祺 沈○閎 陳○平 陳○平

12月22日 12月23日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6日 12月27日 12月2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9 - 10 楊○瑜 黃○文 鄭○欣 洪○森 鄒○容 熊○瑄

10 - 11 莊○仁 黃○文 鄭○欣 洪○森 鄒○容 熊○瑄

11 - 12 莊○仁 黃○文 洪○森 劉○龍 熊○瑄

12 - 13 莊○仁 洪○森 王菱瑩 劉○龍 張○笠 張○笠

13 - 14 黃○傑 洪○森 楊○涵 周○芳 張○笠 張○笠

14 - 15 黃○傑 林○祺 張○碩 楊○涵 周○芳 張○碩

15 - 16 黃○傑 林○祺 張○碩 楊○涵 鄒○容 鄒○容 張○碩

16 - 17 黃○傑 張○碩 鄒○容 鄒○容 張○碩

17 - 18 李○萱 王菱瑩 張○碩 劉○龍 張○碩 張○碩

18 - 19 楊○禎 張○碩 李○儒 沈○閎 張○碩 張○碩

19 - 20 楊○禎 張○碩 李○儒 沈○閎 張○碩 張○碩

20 - 21 楊○禎 侯○婷 李○儒 劉○龍 沈○閎 張○碩 張○碩

21 - 22 楊○禎 張○碩 李○儒 劉○龍 沈○閎 張○碩 張○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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