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蔡明憲 蕭伊傑

劉晏廷 黃峻崴 陳怡 毛芊文 吳尚儒

趙品璇 游櫟群 馮樹敏 石廣臣 賴京儒

李蘊庭 戎炯濤 黃璇 林鈺鈞 曹珈嘉 葉家佑 林心如 鄭弘耀

郭哲宇 劉家汘 蔡尚廷 陳沐恩

朱屯雲 許若庭 王子恒 簡貝珊 陳婕淩 鄭永宏 游沛璇

杜昱宏 胡喬喻 黃詳淯 王虹雯 陳君毅 徐玉玲

鄭亦倫 梁峻維 唐晨寧 高偉哲 范雅絜 蔡和軒

蕭宇辰 廖育潔 鄧鈞任 郭郁婕 張哲維 吳翔宇 黃美儒

楊慧鈴 李政謙 謝佳璇 游茂榮 蔡東霖 蘇靖雯

陳昀聲 鄭宇倫 周可婕 許博桓 張睿文 巫品瑤 謝聿程

陳妍霓 張育塍 廖泰誴 洪巧馨 王郁勝

李宸

陳俞丞 廖子容 劉富翔 林昀漢 鐘維芯 林昕宏 施詠心 黃昱維

房聖耘 蔡博羽 曹博鈞 劉靜雯 黃韻欣

林冠羽 吳曜吉 郭力嘉 陳怡寧 林郁修 蔡馨霓 施伯諺

彭照銘 陳琬婷 吳旻芳 陳士浤 張文雅 李孟澔

蔡曜琳 邱于甄 鄭凱成 盧彥霖 游智雅

李苡瑄 陳彥宏 江丞諺 簡妙璇

賴柔安 楊淑涵 張任碩 彭黃杰 吳燕

王臆婷 徐偉峻 陳庭 蔡孟軒 林聖原

陳羲鈞 陳思瑾 鄭翔元 李易庭 柯媛婷 莊承翰

趙文睿 趙家瑄 李欣祐

107學年度   家族名單

林昊翰

曾錦淳

施羽柔

陳念祖

一家

三家

二家

四家

吳美汶

五家

七家

曾弘霖

八家

六家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曾涔齊 林欣蓮

洪冠綸

蕭聖耀 裘竹青 呂映萱 鄭翔澤 林美琪 李璿慶

蔡郁萱 劉昱麟 郭文鈞 張儀萱 張至均 林子期

侯湘祺 連偉程 陳韻玹 林祐頡 林華陞 周芳綾 林衍州

李竽蒧 王同毅 汪一禕 黃咨維 朱冠宇 王乙庭 李哲瑋

劉威志 甘閔豐 顏鳳儀

黃姮瑄 黃彥溱 宋依蓉 林宸賢 周東穎 洪梓芹 馬英哲 陳品諠

蕭儒鴻 吳非 蕭景豪 劉庭妤 陳孟豪 吳怡婷 吳瑞瑩

蘇于婷 林泰億 王芊文 許宸綺 吳東諭 廖子為 王怡蘋

陳翊濡 林鈺淇 盧怡禎 陳品綺 王彤 郭例君 許育碩

周育賢 周銀銀 顏百駿 汪昱祺 林士弼

何庭萱 廖柏誠 路承運 蔡宇愉

林靜羽 謝帛翰

陳俐蓉 陳冠霖 陳香穎 蔡汶澄

陳韋蓁 徐子鈞 莊硯柔 陳柏翰 蘇琬容 周子量 李佳怡

韓欣蓓 柯浩軒 鄭淯亘

呂尹庭 林哲均 胡書晗 黃鈺閔 李易霖 李咨瑄 謝宗佑

王聖澔 蘇郁翎 廖威竣 謝昀潔 高民昇 洪巧怡 陳柏丞 易佩錚

張雅雯 蕭昆展 吳佳玲 林繶筳 郭奕顯 王張名 張羽蕎

謝承諺 何承峻 蘇怡中 蘇柏翰

王焜翔 王姿云

陳悅瑜 呂宇傑 林柏佑 蔡舒婷

陳立為 郭文欣 林子剛

十七家

十一家

王維寧

十家

秦偉真 黃泓瑞

九家

十三家

十五家

十六家

十二家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十八家 陳亮潔 林智遠 楊子瑩 葉建良 徐怡臻

鍾承一 李妍諾 廖崇珉 張恩婕 席曜稷

陳冠蓁 鄭介恩 陳昱銘 曾彥霖 黃韵珈

李閱中 詹益杰 賴品彤 謝思源 鄭宇喆 凌珮娟

張峻豪 莊怡雯 柯昱伶 高芷芃

簡嘉佑 劉承霖 林佑蓁 張晉嘉 楊心禔 蔡閔惠 戴良運

十九家 吳珮瑜 彭健和 李沛容 廖瀅瑄

張沛渲 劉冠佑 蔡昀芯 李承儒

張雅琪 洪孟喬 高憶儒 何秉原 翁季蓁 徐銘責 林琬庭

金添 徐維廷 蔡昱玟 鍾曜宇 顏佳瑩

二十家 陳怡雯 蘇峻民 周昀萱

張哲勳 陳怡靜

邱靖豪 陳勝裕 林純羽

李昀珊 江睿 陳昱安 何峻名

張維灝 蘇怡菁 鍾沅祐 許微偵 呂柏勳 李嘉祐

黎昱萱 洪梓淳 甘芷芸 黃郁珅 黃郁勛 劉子誼 張傢舜

張嫚玲 陳禧龍 劉馥愷 施宛芝

黃律蓉 劉政澔 李佳育 謝曜竹 林品寧

廖彥鈞 謝沛君

二十一家 李柏威 李姿儀 吳御豪

童楷荃 沈建勳 王證維 陳芷馨

陳韋杰 詹景翔 蔡珺如 陳昱澄

謝秉均 沈敬為 蔡宇瑄 汪維仁

蘇聖祐 許芳瑜 黃琮皓 周美妤

周廷耕 黃之禕 郭季諭

二十四家

二十三家

二十二家

劉韋辰
吳珮瑄

張哲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