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座號排序 110.01.22

二忠 2 李明翰 三忠 17 游皓安 四忠 1 王唯愷 五忠 7 林鴻鈞 六忠 10 郭柏頤

二忠 7 曾惟德 三忠 18 黃彥珺 四忠 16 黃洪慶 五忠 16 黃祥育 六忠 11 陳宇哲

二忠 8 林鼎淼 三忠 28 孫語彤 四忠 19 蔡傑安 五忠 17 楊眾丞 六忠 14 傅宥軒

二忠 17 楊恩霽 三忠 35 陸奕杉 四忠 31 洪千喻 五忠 21 謝卓成 六忠 15 黃楷惟

二忠 39 謝媮安 三忠 39 鄭子妤 四忠 37 劉安緹 五忠 28 林思羽 六忠 34 傅羿溱

二孝 3 田侑勳 三孝 17 蔡元哲 四孝 5 宋宇桓 五孝 8 周煜宸 六孝 8 陳富麟

二孝 7 林泰宇 三孝 28 徐千茹 四孝 6 汪宥霆 五孝 15 陳定武 六孝 15 吳傳恩

二孝 11 高翊睿 三孝 32 許綺恩 四孝 26 宋妍希 五孝 16 陳泉安 六孝 16 陳重祐

二孝 25 李姸樂 三孝 33 陳品羽 四孝 38 楊晨欣 五孝 32 高欣妤 六孝 31 許妍婕

二孝 29 林沐璇 三孝 35 陳紫彤 四孝 40 盧若菲 五孝 33 李知諺 六孝 39 賴芊諭

二仁 11 陳品赫 三仁 1 江泊錞 四仁 1 吳和叡 五仁 14 陳貫中 六仁 3 李彥辰

二仁 20 簡川皓 三仁 7 林牧翰 四仁 4 林勤益 五仁 19 楊程凱 六仁 5 李睿穎

二仁 21 王唯羽 三仁 9 張水珞 四仁 5 洪丞宥 五仁 25 吳佳恩 六仁 18 廖辰軒

二仁 23 林依璇 三仁 21 龔翊滐 四仁 12 傅名佑 五仁 38 蔡晶縈 六仁 23 陳宜侒

二仁 30 郭姵語 三仁 26 吳宜軒 四仁 13 廖希敏 五仁 39 蔡慶恩 六仁 39 儲貝珈

二愛 1 王羿閔 三愛 2 王昱翔 四愛 3 朱安培 五愛 6 李彥䝷 六愛 6 高睿謙

二愛 2 王詮皓 三愛 7 邱璿 四愛 6 劉承瑜 五愛 11 郭建均 六愛 17 蔡廷松

二愛 7 林羿展 三愛 12 崔元杰 四愛 24 朱芯怡 五愛 13 葉于愷 六愛 22 王子均

二愛 32 林以皓 三愛 14 陳又嘉 四愛 27 林孟潔 五愛 16 潘典樂 六愛 28 陳芃甯

二愛 37 鄭晴恩 三愛 33 温子誼 四愛 33 黃詠恩 五愛 22 陳昱翔 六信 13 楊紘陞

二信 2 任祖鎬 三信 6 林苡禾 四愛 40 蘇品臻 五信 13 陳芳全 六信 21 王立媛

二信 23 李珮穎 三信 18 楊承翰 四信 4 吳定燁 五信 14 湯又誠 六信 35 蔡予涵

二信 32 張書語 三信 29 林宇桐 四信 6 李宥辰 五信 28 陳予鈞 六信 36 蔡宜恩

二信 34 陳意潔 三信 34 楊姿妘 四信 14 黃孟澤 五信 38 盧姸安 六信 37 鄭伊倢

二信 38 劉品誼 三信 40 謝依辰 四信 21 李洪洋 五信 40 謝子琦 六義 13 歐宜臻

二義 1 王旭辰 三義 2 余泉霈 四信 34 黃品蓁 五義 1 任惟 六義 16 潘麒安

二義 2 向暄曜 三義 12 常皓軒 四義 5 沈達謙 五義 3 吳司 六義 27 胡睿庭

二義 4 呂疅安 三義 17 曾昊熙 四義 19 戴新恩 五義 7 林子崴 六義 34 潘筱璇

二義 7 林彥佑 三義 32 黃伊忻 四義 20 陳偉儒 五義 8 林岳霆 六義 35 蔡可晨

二義 31 張祐綺 三義 38 劉薫禾 四義 27 林昕柔 五義 11 郭士滐

四義 28 林雨潔 五義 27 周思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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