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座號排序 110.05.20

一忠 1 王冠捷 二忠 17 楊恩霽 三忠 19 楊立傳 四忠 9 康丞葳 五忠 11 郭耿嘉 六忠 6 康恩郡

一忠 3 白敍辰 二忠 20 闕子皓 三忠 20 楊立楷 四忠 12 陳祖沛 五忠 19 廖柏崴 六忠 14 傅宥軒

一忠 11 陳楷沂 二忠 34 曾奕菲 三忠 22 洪楷芯 四忠 15 黃勻 五忠 20 廖哲賢 六忠 19 秦翊傑

一忠 13 楊淯丞 二忠 36 劉謙萭 三忠 33 梁芸希 四忠 18 葉天樂 五忠 29 張宸榛 六忠 25 林芷澂

一忠 37 趙翊庭 二忠 38 賴彣 三忠 40 賴希恩 四忠 22 蕭丞恩 五忠 32 陳柏芯 六忠 32 黃捷兒

一孝 5 呂煥彬 二孝 2 王祐宸 三孝 5 洪祁鉉 四孝 11 張永定 五孝 6 阮振傑 六孝 6 林家銘

一孝 8 張秉杰 二孝 6 李昊恩 三孝 15 楊忻恩 四孝 14 陳勁延 五孝 13 張書瑋 六孝 10 王勉之

一孝 10 許敏鈺 二孝 11 高翊睿 三孝 20 謝宇軒 四孝 25 吳宜臻 五孝 24 吳軒庭 六孝 12 陳子弘

一孝 12 黃功年 二孝 18 葉永濬 三孝 24 林晨妤 四孝 27 李玟儀 五孝 30 唐漪鎂 六孝 13 陳聿陞

一孝 21 吳林芸 二孝 38 曾欣 三孝 33 陳品羽 四孝 33 莊琍媗 五孝 39 蕭若霏 六孝 14 傅律菱

一仁 8 野村嘉志 二仁 10 郭松澈 三仁 11 郭皇甫 四仁 1 吳和叡 五仁 3 周嘉恩 六仁 2 何以嘉

一仁 10 陳品維 二仁 15 曾昊霆 三仁 18 蕭仲軒 四仁 6 洪程洋 五仁 12 陳沬宇 六仁 16 陳道民

一仁 23 李侑恩 二仁 16 游永騰 三仁 29 馬巧芯 四仁 20 顏弘翔 五仁 17 黃柏仁 六仁 23 陳宜侒

一仁 29 孫采尹 二仁 33 傅咸雅 三仁 31 郭羽潔 四仁 29 張芸筑 五仁 37 劉芷杉 六仁 30 高子媛

一仁 40 顏郁恬 二仁 38 簡妍馨 三仁 37 鄒欣妤 四仁 31 野村彩絢 五仁 39 蔡慶恩 六仁 35 黃子芸

一愛 6 馬璿凱 二愛 7 林羿展 三愛 5 林楷紘 四愛 11 胡懿夫 五愛 13 葉于愷 六愛 2 史禮赫

一愛 10 陳宇謙 二愛 11 陳嘉安 三愛 6 林睿祈 四愛 18 劉亞紘 五愛 17 蕭賀云 六愛 3 林佳融

一愛 15 趙晨廷 二愛 16 楊松翰 三愛 9 徐琮崴 四愛 24 朱芯怡 五愛 19 藍弘軒 六愛 16 劉宇紘

一愛 16 劉昕澔 二愛 22 田惟欣 三愛 12 崔元杰 四愛 26 吳悠 五愛 31 許聿溱 六愛 26 余盈穎

一愛 23 朱珮芹 二愛 26 林沅靚 三愛 21 蔡承澐 四愛 37 潘若喬 五愛 38 劉禹彤 六愛 31 陳家茵

一信 9 張光廷 二信 17 賴昱丞 三愛 30 馬修珩 四信 1 王宇淮 五信 5 李沃全 六信 4 馬至昕

一信 15 黃上騰 二信 19 薛正翊 三信 8 林準祐 四信 14 黃孟澤 五信 18 廖為霖 六信 13 楊紘陞

一信 21 王辰希 二信 22 呂詠頤 三信 11 張峰源 四信 27 林欣穎 五信 20 蔡碩洧 六信 21 王立媛

一信 22 宋芝琳 二信 28 邱品潔 三信 32 高可洵 四信 30 孫晨曦 五信 22 陳粲勳 六信 22 何文汎

一信 34 曾詠昕 二信 34 陳意潔 三信 39 賴苡瑄 四信 33 陳雪妮 五信 23 朱淳綺 六信 29 陳姸希

二義 7 林彥佑 三信 40 謝依辰 四義 3 白浥辰 五義 4 吳丞恩 六義 4 吳緯絃

二義 13 陳冠廷 三義 11 馬昊澤 四義 8 柯亞呈 五義 10 許子揚 六義 6 李定輔

二義 20 謝易辰 三義 12 常皓軒 四義 13 曾敬倫 五義 16 楊雲漢 六義 11 陳奕圻

二義 22 王凱玉 三義 16 彭翔 四義 31 洪語婕 五義 27 周思澐 六義 19 楊以恆

二義 30 馬可宸 三義 21 藍柏睿 四義 39 謝善晞 五義 31 張允兒 六義 32 廖禹諠

三義 40 謝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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