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鄭沅玉 施羽柔 蔡明憲

趙品璇 游櫟群 賴京儒 高雍傑

李蘊庭 戎炯濤 彭俊修 曾思豪 曹珈嘉 葉家佑

李協諭 林欣諭 蔡昇翰 呂瑞晨

陳諾霖 陳怡姿 張仁杰 劉晏廷 陳婕淩

陳冠言 石若霏 郭哲宇 劉家汘 王虹雯

郭子瑜 李僑瑋 鄭亦倫 梁峻維 高偉哲

徐琬羚 蕭翔元 廖育潔 張哲維

邱子容 莊侑珉 楊慧鈴 李政謙 林宇軒 張文瑄 許博桓 張睿文

吉怡宗 葉晏珊 朱屯雲 許若庭 許宇佑 周雨青 王郁勝 沈汝穎

劉德凡 陳雅鈞 廖晉佑 杜昱宏 戴荷芸 陳沁語

顏立明 林慧欣 李宸 陳詩媛 廖聆禹 陳頡 鐘維芯 林昕宏

陳韋均 郭琬儀 陳俞丞 廖子容 洪懷智

徐菲蔓 巫鴻意 劉哲宇

王博元 陳妍霓 張育塍 吳岱潔 黃柏維 吳旻芳 陳士浤

曾筱晴 江彥宥 房聖耘 蔡博羽 黃韻欣 蘇冠齊

趙晗揚 潘承恩 吳美汶 林孟甫 陳怡寧 林郁修

許漢翎 劉以瑄 陳羲鈞 陳思瑾 林依純 陳漢恩

吳冠輝 駱晉瑜 林冠羽 吳曜吉 廖苡淳 楊淑涵 張任碩

郭美吟 張瀞文 彭照銘 陳琬婷 蔡堉淵 韓昕熠 徐偉峻 陳庭

吳忠諺 彭偉鈞 蔡曜琳 陳念祖 蕭瑤 許哲瀚 李苡瑄 陳彥宏

莊承翰

趙文睿

八家

劉芷妤 戴晨安 曾錦淳

六家

七家

四家

高慈玟

105學年度   家族名單

賴政佑

張冠羽翁子喬

吳佳臻

林昊翰

一家 五家

二家

吳禹潔

吳律

三家

簡莉庭

柯媛婷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江亭葦 林文國 秦偉真 黃泓瑞  陳雅慧 彭裕哲 林欣蓮 吳宗翰

蔡郁萱 劉昱麟  蘇芳沂 黃婉瑄

侯湘祺 連偉程 鄭翔澤

朱俊豪 孟竹馨 蕭聖耀 裘竹青 林華陞

吳宗彥 葉丞翔 羅雅筠 黃咨維 朱冠宇

李竽蒧 王麗涵

劉威志 游騰舜 蕭如雅 周東穎 洪子芹

劉宸緯 謝鎮謙

胡家耘 謝毓娟

林芷筠 施至軒 黃姮瑄 黃彥溱 曾紫伶 楊鎧蔚 劉庭妤 陳孟豪

黃榆晴 黃智揚 劉家銘 許宸綺 吳東諭

蘇于婷 陳品綺 王彤

陳翊濡 倪廷穎

李承祐 王子恩 周育賢 周銀銀 范雲茜 李育維 陳俐蓉 陳冠霖

楊美虹 蔡宜修 何庭萱 廖柏誠 周子量

賴佳妤 李易霖

詹恒碩 吳東霖 張羽萱 高民昇 洪巧怡

林佩淳 鍾秉君 陳韋蓁 徐子鈞 李亭儀 陳育葦 陳冠霖 王宗胤

黃婉如 彭士衡 韓欣蓓 周瑞騰  蔡宜均 慕春辰 林繶筳 郭奕顯

紀宛伶 黃少堂 呂尹庭 林哲均 李品瑩 陳嘉瑜 蔡仁傑 何承峻

何韻晴 林俊佑 蔡宇彤

蘇郁翎 呂宇傑

張雅雯 陳立為

謝承諺 譚正瑤

洪心琪

楊采諭 謝仁豪

十二家

十一家

朱建忠 呂映萱

 黃瓈葳 黎瀚文

李博弦李鑑洲 雲玟媛

蘇琬容十六家

陳悅瑜

陳怡靜 李世祥

陳明萱周緯哲
王聖澔

十七家

 鄭佳宜 王柏勳

十五家

十家

十三家

吳芳箏 李浩寧

九家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吳代文 徐紹軒 陳亮潔 林智遠 吳珮瑄

詹庭維 高以萍 鍾承一 李妍諾 謝思源

林詩紋 溫孟祥 陳冠蓁 鄭介恩 翁如瀅 黃泓凱 柯昱伶 郭時瑋

林榕琪 呂理揚 王人霈

盧姵均 吳嘉榮 鄭子軒 李閱中 詹雅淇

何宥旻 葉芳瑜 林廷翰 張峻豪  陳姝秀

羅家偉 楊宜璇 簡嘉佑 劉承霖 黃之禕

陳芳婷 翁季蓁

林傳軒 李宜蓁 簡佑軒 吳珮瑜 吳宏元 張秦慈

 謝政育 吳羿萱 陳家睿 張沛渲 顏佳瑩 徐凱威

張雅琪 洪孟喬 陳怡雯 蘇峻民

金添 徐維廷 鄒瑩儂 莊穎斌 陳怡靜 王識維

吳俊毅 陳乃碩 陳苡傑 吳俊杰 邱靖豪

卓力揚 林宜儒 李恩誠 謝家茹

王比雍 陳姿晴 張哲勳 陳韋寧 江睿

陳茹鈺 陳裕翔 許微偵

蘇信豪 李偉豪 黃郁勛

張維灝 蔡膳羽 李佳育

 葉佳翰 蔡昀庭 黎昱萱 洪梓淳 張怡陵

林翊慈 李玟誼 覃業展 黃律蓉 蔡漫霓

李柏威 李姿儀

童楷荃 沈建勳

莊于萱 胡惠茹 陳韋杰 詹景翔

曾富宏 游佩瑄 謝秉均 沈敬為

靳博雅 鄭雅文 蘇聖祐 許芳瑜

二十一家

二十四家

二十三家

二十二家

 陳冠瑛 涂瑞銓 李昀珊

 戴弘儀 林翌萱

十八家

十九家

二十家

 黃耕頡 邱歆 張哲齊

周廷耕

羅賢凱
黃定全

熊翊筑 林柏宏

賴韋勝 徐婉庭

徐瑞敏陳柏翰

詹雯琦 王瀚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