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座號排序 109.12.10

二忠 10 徐宇煇 三忠 8 張晟昊 四忠 10 黃勤珺 五忠 11 郭耿嘉 六忠 5 林恆樂

二忠 20 闕子皓 三忠 11 莊名睿 四忠 25 周妤恩 五忠 26 李奕憓 六忠 21 王靖熙

二忠 28 張語恆 三忠 28 孫語彤 四忠 28 林熙晨 五忠 27 林芝 六忠 26 邱郁甯

二忠 29 章沛瑜 三忠 29 徐至亭 四忠 30 施語棠 五忠 33 陳韻竹 六忠 28 徐晏沂

二忠 40 簡曼倩 三忠 38 蔡欣縈 四忠 31 洪千喻 五忠 37 劉宜蓁 六忠 32 黃捷兒

二孝 9 唐本恩 三忠 40 賴希恩 四孝 5 宋宇桓 五孝 13 張書瑋 六孝 2 林子鈞

二孝 18 葉永濬 三孝 26 胡晴文 四孝 13 陳冠安 五孝 20 劉祥正 六孝 11 王雨馨

二孝 37 曾翊 三仁 1 江泊錞 四孝 19 鮑衍忞 五孝 22 譚宇皓 六孝 14 傅律菱

二孝 38 曾欣 三仁 13 林子喬 四孝 33 莊琍媗 五孝 30 唐漪鎂 六孝 34 陳道萱

二孝 40 戴采榆 三仁 24 朱姿穎 四孝 37 黃宣萁 五孝 37 楊雲昕 六孝 35 湯貽榕

二仁 10 郭松澈 三仁 28 林苡橙 四仁 9 郭允昊 五仁 6 林萬宇 六仁 8 林晟德

二仁 16 游永騰 三仁 31 郭羽潔 四仁 11 陳廷儒 五仁 24 吳丹綺 六仁 12 吳傳佑

二仁 28 盛子晴 三愛 5 林楷紘 四仁 16 塗紹廷 五仁 25 吳佳恩 六仁 23 陳宜侒

二仁 31 陳妤睿 三愛 6 林睿祈 四仁 20 顏弘翔 五仁 30 郭海茵 六仁 29 姜緯旂

二仁 38 簡妍馨 三愛 13 許惟森 四仁 40 鄧倚安 五仁 37 劉芷杉 六仁 34 游子萱

二愛 11 陳嘉安 三愛 15 陳博昀 四愛 9 邱思祐 五愛 1 王紹丞 六愛 3 林佳融

二愛 12 程澈 三愛 36 葉奕瑤 四愛 10 邱禹翔 五愛 8 林軒宇 六愛 8 梁磊

二愛 21 蕭宸碩 三信 6 林苡禾 四愛 23 丁珮恩 五愛 31 許聿溱 六愛 32 黃梓瑀

二愛 24 江羽甯 三信 15 游承哲 四愛 30 袁士涵 五愛 38 劉禹彤 六愛 35 廖苡辰

二愛 26 林沅靚 三信 31 林沛昕 四愛 37 潘若喬 五愛 40 謝瑜倢 六愛 39 劉耘安

二信 5 林靖恩 三義 10 林雍盛 四信 2 馬孝齊 五信 11 林振恩 六信 8 張睿津

二信 6 洪宇謙 三義 18 蔡辰翊 四信 3 江愷宸 五信 21 陳紹東 六信 9 盛爾寬

二信 22 呂詠頤 三義 24 李易玲 四信 4 吳定燁 五信 23 朱淳綺 六信 12 陳宇謙

二信 25 林雨淇 三義 35 陳大永 四信 7 林杰信 五信 30 陳奕彤 六信 28 苑以慈

二信 33 許怡熙 三義 37 劉宸希 四信 23 王若妃 五信 39 賴彤 六信 33 葉心羽

二義 6 林守震 四義 7 邱晧睿 五義 1 任惟 六義 19 楊以恆

二義 18 蔡明澔 四義 10 郭睿豐 五義 4 吳丞恩 六義 21 王儷喬

二義 28 孫田田 四義 17 樊睿紘 五義 5 吳霽庭 六義 33 劉逸菲

二義 30 馬可宸 四義 22 王祺靈 五義 19 歐柏佑 六義 36 鄭沁恩

二義 36 黃宣寧 四義 35 陳弈潔 五義 31 張允兒 六義 38 戴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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