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區域 編號 姓名 區域

A1001 李o樺 北區 B6014 廖o雄 中區

A1002 李o瑀 北區 B6015 劉o菘 中區

A1003 李o俐 北區 B6016 顏o傑 中區

A1005 杜o寧 北區 B6019 魏o揚 中區

A1006 周o穎 北區 B6020 羅o玲 北區

A1010 張o琳 北區 B6021 廖o珊 中區

A1012 許o維 北區 B6022 楊o淼 北區

A1018 黃o茹 北區  B6023 楊o雯 北區

A1022 謝o君 北區 B6024 陳o芬 中區

A1025 廖o鈞 北區 B6025 廖o翔 中區

A1027 李o廷 北區 B6026 廖o淳 中區

A1029 朱o華 北區 B6027 王o皓 中區

A1030 廖o鴻 中區 B6028 曾o茵 中區

A1033 賴o如 中區 B6029 蔡o峻 中區

A1036 廖o芝 中區 B6030 阮o偉 中區

A1037 林o均 北區 B6031 阮o姿 中區

A2004 曾o德 北區 B6032 鍾o倫 中區

A2005 黃o紘 北區 B6033 陳o青 中區

A2008 陳o儀 北區 B6036 吳o鴻 中區

A5001 艾o偉 北區 B6037 黃o將 中區

A5006 郭o恭 北區 B6038 周o凱 中區

A5007 陳o炫 北區 B6039 張o賢 中區

A5010 袁o婷 北區 B6040 賴o維 中區

A5013 葉o青 北區 B6041 謝o晉 中區

B1006 吳o維 北區 B6042 阮o鈞 中區

B1008 李o儒 北區 B6043 洪o靈 中區

B1009 李o芳 北區 A7002 李o琪 南區

B1010 李o霖 北區 A7003 周o儀 中區

B1014 林o文 北區 A7010 鍾o育 南區

B1016 林o涵 東區 A7015 黃o美 南區

B1017 林o瑀 北區 A7016 蕭o貞 南區

B1021 施o芳 北區 A7017 黃o華 南區

B1022 范o頤 北區 A7018 李o毅 南區

B1034 黃o婷 北區 A7019 林o慧 南區

B1039 戴o予 北區 A7022 徐o勵 南區

B1040 戴o晴 北區 A8005 林o全 南區

B1041 謝o妤 北區 A8006 凃o慧 不明

B1046 詹o安 北區 A8007 徐o偉 中區

B1063 詹o瑩 北區 A8009 黃o玹 南區

B2001 姚o帆 北區 A8010 楊o鈞 南區

B2002 徐o均 北區 B7002 孫o誠 南區

B3002 莊o真 北區 B7003 張o禎 南區

B4003 許o豪 北區 B7004 張o鈞 南區

B4005 郭o瑋 北區 B7007 陳o淳 南區

B4007 陸o伶 北區 B7008 陳o淵 南區



B4008 劉o沅 北區 B7009 陳o翔 南區

B5001 何o均 北區 B7011 陳o霆 南區

B5002 李o樺 北區 B7012 黃o棋 南區

B5004 邱o婷 北區 B7017 林o錦 南區

B5006 陳o智 北區 B7019 鄞o範 南區

B5007 黃o錡 北區 B7023 陳o寧 南區

B5008 黃o崴 北區 B7024 周o全 南區

B5010 曾o燕 北區 B7026 蕭o均 南區

B5011 黃o禎 北區 B7028 梁o怡 南區

B5012 黎o玲 北區 B7031 葉o銘 南區

B5014 吳o德 北區 B7032 謝o瑄 中區

A6004 楊o娟 中區 B7035 謝o芸 南區

A6006 邱o貽 中區 B7042 蕭o華 南區

A6007 王o平 中區 B7044 貝o航 南區

A6008 李o鎂 中區 B7045 許o睿 南區

A6009 蘇o豪 中區 B7046 鍾o媛 南區

A6010 沈o妤 北區 B7047 張o雯 南區

A6014 陳o安 中區 B7048 吳o駿 南區

A6016 李o綺 中區 B7049 郭o涵 南區

A6019 林o澧 中區 B7050 張o翎 南區

B6001 吳o儀 南區 B7051 趙o淯 南區

B6002 李  o 中區 B7052 劉o吟 南區

B6003 李o哲 中區 B7053 葉o妤 南區

B6004 林o蕙 中區 B7056 張o琳 南區

B6005 邵o羽 中區 B7057 邱o翔 南區

B6006 邱o璇 中區 B8002 李o聿 南區

B6007 張o榮 中區 B8003 林o真 南區

B6011 陳o聖 中區 B8004 陳o宇 中區

B6012 黃o銘 中區 B8005 蔡o萱 南區

B6013 溫o儀 北區 B8009 曾o蓉 中區

B8010 廖o閔 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