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座號排序 110.10.25

二忠 2 王意翔 三忠 6 李承澔 四忠 16 陶以仁 五忠 3 汪宥霆 六忠 3 林均泓

二忠 17 蔡坤辰 三忠 8 林竑灝 四忠 21 劉子豪 五忠 6 林品睿 六忠 8 施彥誠

二忠 29 夏藝瑄 三忠 17 董立迦 四忠 26 林禹彤 五忠 21 史沛婕 六忠 22 潘宣睿

二忠 35 連子閱 三忠 34 袁妧 四忠 30 高語彤 五忠 22 李昕恩 六忠 30 陳品豫

二忠 36 陳歆媛 三忠 37 陳奕含 四忠 36 黃妍馨 五忠 39 鄭宇晴 六忠 38 鄧向恩

二孝 4 吳浩誠 三孝 11 傅愷捷 四孝 2 吳丹睿 五孝 15 葉軒睿 六孝 3 劉瀚陽

二孝 9 章睿恩 三孝 23 王唯羽 四孝 11 陳昱安 五孝 20 羅宇翔 六孝 19 曾翊軒

二孝 16 蔡承恩 三孝 24 石若杉 四孝 19 戴可恩 五孝 23 宋妍希 六孝 21 顏靖庭

二孝 30 彭子薰 三孝 27 張祐綺 四孝 23 李芷晴 五孝 34 陳姵安 六孝 28 林易妍

二孝 36 劉家妤 三孝 39 賴宣 四孝 40 謝秉璇 五孝 40 謝馥帆 六孝 36 陳宣璦

二仁 4 林柏宇 三仁 2 李英賢 四仁 16 黃琮晏 五仁 6 李宇桓 六仁 8 洪聿鍇

二仁 32 許恩睿 三仁 28 孫若曦 四仁 19 賴勁羽 五仁 22 吳韋萱 六仁 22 鄭宥宇

二仁 33 許詠琁 三仁 37 蔡忻宸 四仁 20 薛復宇 五仁 36 楊晨欣 六仁 24 吳丹綺

二仁 34 陳暟妍 三仁 39 蕭亦如 四仁 22 寸一心 五仁 39 蕭丞恩 六仁 34 楊凡萱

二仁 37 黃芯貝 三仁 40 賴昕妤 四仁 38 廖奕喬 五仁 40 謝昕穎 六仁 40 鍾明穎

二愛 2 周昱辰 三愛 13 陳勁聿 四愛 8 柯昕崴 五愛 15 費聿辰 六愛 9 林穎寬

二愛 21 王繪寧 三愛 19 簡川皓 四愛 15 陳博昀 五愛 21 黃浚愷 六愛 12 楊皓丞

二愛 26 周芊彤 三愛 25 沈歆悅 四愛 17 廖奕鈞 五愛 23 何靜湄 六愛 16 潘典樂

二愛 31 陳芊瑀 三愛 27 林湘芸 四愛 25 吳宥儀 五愛 29 陳品妍 六愛 23 吳予曦

二愛 33 陳楷甯 三愛 28 邱子昀 四愛 36 葉奕瑤 五愛 37 黃筠捷 六愛 39 劉倢希

二信 1 王奕閎 三信 5 李明翰 四信 17 黃雋凱 五信 3 林彥廷 六信 3 吳珏安

二信 6 林諠呈 三信 6 林以皓 四信 21 鄭丹睿 五信 12 黃勻 六信 19 蔡旻恩

二信 16 黃紹謙 三信 19 劉晉睿 四信 28 呂品葇 五信 21 高紫涵 六信 26 洪聿潔

二信 35 黃千瑀 三信 28 莫政芸 四信 30 林沅萱 五信 22 王之彤 六信 29 陳妘芸

二信 40 馬孝莊 三信 39 鍾予昕 四信 36 劉冠妘 五信 24 李品緰 六信 31 黃湘潔

三義 3 白宸宇 四義 1 何宇恩 五義 12 陳瑋駿 六義 2 何念澤

三義 21 廖鈞緯 四義 8 林子恩 五義 20 戴新恩 六義 9 洪胤熙

三義 33 陳柏璵 四義 13 章睿謙 五義 22 石若希 六義 38 王妤安

三義 35 楊喬雅 四義 26 祁怡蓁 五義 31 康涵融 六義 39 楊馥瑄

三義 39 簡兩儀 四義 38 劉薫禾 五義 35 陳曉雯 六義 40 蕭子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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