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座號排序 110.07.09

一忠 5 林君睿 二忠 14 陳恩光 三忠 10 戚緒行 四忠 1 王唯愷 五忠 1 王昊祐

一忠 23 宋芝昀 二忠 18 鄭祐翔 三忠 22 洪楷芯 四忠 7 洪祈頊 五忠 3 林均泓

一忠 27 林語璇 二忠 19 龍泊瑋 三忠 32 張沛紫 四忠 14 黃子齊 五忠 17 楊眾丞

一忠 32 馬繽霏 二忠 20 闕子皓 三忠 34 許芝綺 四忠 30 施語棠 五忠 23 王紫玲

一忠 37 趙翊庭 二忠 40 簡曼倩 三忠 38 蔡欣縈 四忠 40 簡予薇 五忠 37 劉宜蓁

一孝 8 張秉杰 二孝 4 何奕均 三孝 5 洪祁鉉 四孝 1 王尹倢 五孝 6 阮振傑

一孝 15 楊棠安 二孝 32 曹庭瑜 三孝 16 劉泳潮 四孝 2 林宸澔 五孝 11 李恩頤

一孝 17 蔡政杰 二孝 37 曾翊 三孝 18 鄭修華 四孝 9 林為淮 五孝 12 張恩瑞

一孝 18 蔣鈞安 二孝 38 曾欣 三孝 24 林晨妤 四孝 16 楊承霖 五孝 18 曾以寬

一孝 27 凌以宸 二孝 40 戴采榆 三孝 25 施雨杉 四孝 33 莊琍媗 五孝 24 吳軒庭

一仁 8 野村嘉志 二仁 10 郭松澈 三仁 3 李郡文 四仁 6 洪程洋 五仁 7 林錦松

一仁 12 陳恩霆 二仁 11 陳品赫 三仁 4 林兆崴 四仁 9 郭允昊 五仁 11 許朕瑜

一仁 15 程方彥 二仁 13 陳紹揚 三仁 9 張水珞 四仁 19 簡逸帆 五仁 17 黃柏仁

一仁 16 黃功曜 二仁 16 游永騰 三仁 21 龔翊滐 四仁 20 顏弘翔 五仁 25 吳佳恩

一仁 25 周芮安 二仁 36 戴雨彤 三仁 23 王禔 四仁 31野村彩絢 五仁 27 陳家琳

一愛 10 陳宇謙 二愛 3 李尚恩 三愛 2 王昱翔 四愛 6 劉承瑜 五愛 2 田尚恩

一愛 13 黃翊宸 二愛 11 陳嘉安 三愛 6 林睿祈 四愛 9 邱思祐 五愛 6 李彥䝷

一愛 15 趙晨廷 二愛 12 程澈 三愛 11 商泱瑞 四愛 13 陳甫恆 五愛 13 葉于愷

一愛 20 魏楷宸 二愛 18 楊哲愷 三愛 12 崔元杰 四愛 17 楊恆瑞 五愛 17 蕭賀云

一愛 23 朱珮芹 二愛 25 李姝蓉 三愛 33 温子誼 四愛 33 黃詠恩 五愛 21 羅蔚

一信 3 朱皓辰 二信 2 任祖鎬 三信 16 黃柏睿 四信 5 吳柏賢 五信 6 李承哲

一信 12 陳冠成 二信 6 洪宇謙 三信 23 王詩晴 四信 10 張哲豪 五信 8 李為毅

一信 19 蔡易亘 二信 17 賴昱丞 三信 24 朱永晴 四信 12 陳柏儒 五信 27 張久容

一信 25 李書喬 二信 22 呂詠頤 三信 32 高可洵 四信 15 黃紹睿 五信 35 劉穎熹

一信 28 林芃彣 二信 25 林雨淇 三信 34 楊姿妘 四信 35 黃紹瑄 五信 40 謝子琦

二義 1 王旭辰 三義 5 吳軒宇 四義 1 王永然 五義 5 吳霽庭

二義 8 林哲軒 三義 11 馬昊澤 四義 8 柯亞呈 五義 11 郭士滐

二義 18 蔡明澔 三義 25 林映彤 四義 17 樊睿紘 五義 21 盧宇霆

二義 20 謝易辰 三義 28 許香緹 四義 32 胡瀞蔆 五義 34 許穆欣

二義 30 馬可宸 三義 40 謝水晶 四義 38 蕭婕妡 五義 37 黃湘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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