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陳怡 朱品滋  郭育廷 陳冠穎 吳尚儒 廖妤庭 劉柏裕 向戎筠 曾涔齊 李珮彣 許銘哲 陳芊瑀

石廣臣 林禹蓁 李宜蓁 鄭弘耀 洪育旋 李偲凾 葉心雅 劉沛禎 李羽晞 王煌彬

陳顗博 游沛璇 陳昕諺 鄧雅瑄 張儀萱 王奕程 李奇諺 李怡伶 

林鈺鈞 邱傛甄 陳睿堂 謝巧榆  潘嘉豪 何苹 林祐頡 莊于萱 黃政齊 洪玉軒

陳沐恩 孫偉哲 許馨云 陳威穎 徐玉玲 李昀承 蕭弘騏 羅若庭 汪一禕 林俊彥  

簡貝珊 趙得宇 蔡和軒 吳子芸 陳維甯 顏鳳儀 陳鏑帆

黃詳淯 張夢筑 張桓齊 黃子欣 陳亮妤 溫郁綺  余守一

馮宇哲 蘇靖雯 粘佑豪  吳鈺慈 林奕廷 林豊絃

林宙融 黃美儒 王瑄郁 陳信宇 張茵茵 詹環諭 卓妤妍

郭郁婕 鐘文彥 屈敬蕙 林晉鋭 賴冠宇 黃莛芸 陳祈文 蕭景豪  賴則夫 魏靖恩

游茂榮 陳翊文 黃昱維 王竣祺 李佳蓉 陳宣諭 王芊文 陳奕丞 蔡姍樺 王若儒

周可婕 蘇怡城 游盛彬 蕭于欣 盧怡禎 陳智穎 何珈瑄 許迎曦

洪巧馨 陳柏誌 呂建緯 施伯諺 李昱亭 黃柏誠 蘇昕妤 汪昱祺 李家亦

林昀漢 賴儀玲 倪肇峯 莊喬伃 游智雅 彭麒禧 陳詠玟 蔡宇愉 蔡念均 陳宜湞

劉靜雯 賴威廷 許呈安 蘇煜凱

鄭凱成 雷雨芯 簡妙璇 劉家呈 戴騄成 謝帛翰 徐子雯

范藏云 張韶娟 方祐誠 黃羿升 陳柏翰 陳映諭 郭玹禔 曾于晏

賴柔安 張家馨 林聖原 曾玟靖 陳昱瑋 林家禎 謝昀潔 林裕翔 李淮鏝 簡政軒

王臆婷 張哲瑄 邱弈琇 吳燕 馬雋飛 梁育翰 洪凡茹 李興唐 陳虹妏 吳鎧全

李易庭 江稜靖 沈坣蓁 林奕志 李欣祐 高靖雅 王建博 周芯羽 黃鈺閔 黃靖軒 翁千婷

林位珊

吳佳玲 詹絜文

九家

十家 李泓毅

董宜淳

鄭慕晨

阮品瑄

110學年度   家族名單

十一家

五家

六家

七家

八家

林以軒

楊依依

二家

一家

四家

三家

吳祐德

李怡蓁

林宇誠

十二家

郭冠楨

 陳泊霖

陳欣瑩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家族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李璿慶 陳采欣  歐陽新 蘇穎珊 葉建良 劉子瑄  張哲寧 李星頤 徐怡臻 黃煜倫 郭憶萱 黃亦逢

林子期 許雅淳 張恩婕 廖譽棨  陳羽鉉 徐人杰 席曜稷 黃靖喧 黃品諭 歐虹

林衍州 陳欣晏 葉芫睿 李翊嘉 姜盛國 黃韻珈 洪楷翔 林純宇 陳治維

余翌琦 賴品彤 林明宏 劉如心 張善祺 凌珮娟 胡力文 宋芝憶 高浚翔

顏均霖 梁芸瑄 梁弘諺 張晉嘉 洪慧瑜 章皓翔 林卿卉 李宜臻 江俊成

陳品諠 郭建維 邱容琳 吳書緯 李沛容 蕭毓 林佳萱 劉恩宏 戴良運 陳韻帆

吳瑞瑩 萬倫愷 陳育彬 蔡昀芯 謝承峰 邵聿煒 廖瀅瑄 鄭仁傑 張育靜 張全祥

呂威霆 佐藤修英 李承儒 邱姵瑄 陳羿 康昱媞

王怡蘋 李鴻元 葉家崎 黃煜哲   吳欣柔 林郁為 林琬庭 張恩碩 葉天和

許育碩 陳睿君 葉政修 王苡璇 何秉原 陳虹霏 黃聖鈞

蔡汶澄 黎建鈞 曾品瑜 鍾曜宇 楊怡玲 劉育興 刑映潔 詹瑩莘 彭介廷

陳以純 詹益富 鍾沅祐 林旻婕 邱繼豪 高紫芸 林純羽 張耿瑋

鄭淯亘 陳沂澧 張少飛 黃郁珅 蘇筱渝 胡瀚文 黃暄雅 何駿名 蘇郁婷 周柏廷 楊舜云

黃琮錡 陳禧龍 劉安婕 趙睿群 顏嘉璇 李嘉祐 張嘉芸 劉啟賢 高馨雅

謝宗佑 邱歆雅  林泊錞 許欣怡 謝沛君 洪毅荃 陳奕佐 張傢舜 朱欣郁 林秉庠 趙雯婷

易佩錚 黃威凱  陳衍安 施宛芝 蕭靖育  

張羽蕎 蔡杰儒 陳芷馨 賴昱銘 林品寧 陳冠維 翁梓睿

蘇柏翰 林佳柔 李芷鈴 陳煒倫 鍾幸紜 溫俊發

王姿云 陳麒元  江玫儀 林翰 陳昱澄 高千惠  許綜玶 陳詠欣

蔡舒婷 羅義慶 蔡宜璇 黃凱譽 汪維仁 梁景茵 洪琮銨

林子剛 黃郁軒 陳均柔 李以安

許家豪 周美妤 蔡丞翔 陳心彤 沈維楨

石芳甄

陳亞萱

二十四家

二十三家

施少祺

 陳育瑄

陳家祐

 巫佳芸

二十二家十三家

十七家

李宇捷

吳綵華

詹昕哲

十九家

十八家

十五家

二十家

二十一家

黃聖雅

十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