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東一 1 江金龍 西一 1 魏丞皓 1 陳亨昌 1 蘇宥邦 1 賴帟成 1 蔡槶南

東一 2 黃定謙 西一 2 盧浚誠 2 王健育 2 張硯博 2 陳德恩 2 王晨銘

東一 3 陳劭凡 西一 3 曾墨擷 3 趙康旭 3 沈楷軒 3 李重頡 3 林育成

東一 4 蔡明興 西一 4 江孟曦 4 林品辰 4 劉楚桓 4 楊東宖 4 陳宇安

東一 5 李威毅 西一 5 溫啟仲 5 陳治嘉 5 徐士恩 5 賴圓修 5 謝牧辰

東一 6 陳昱文 西一 6 曾群豪 6 高昇 6 吳沐高 6 葉榮勝 6 楊守博

東一 7 張正威 西一 7 劉又齊 7 張顗樂 7 黃懷樂 7 黃泊銨 7 張宇杰

東一 8 李秉洲 西一 8 王昱翔 8 鄭詡翰 8 陳家豪 8 陳威甯 8 林宥駿

東一 9 楊子原 西一 9 張禾聖 9 黃朕為 9 吳宏諭 9 陳昱嘉 9 吳桐安

東一 10 林立禾 西一 10 蘇印誠 10 黃定弘 10 楊睿廣 10 吳秉樺 10 賴昕恩

東一 11 鍾育愷 西一 11 張皓鈞 11 廖睿煜 11 李尚洋 11 鄭勝杰 11 蘇立恩

東一 12 鄭澤嶸 西一 12 蘇楷捷 12 劉奕澄 12 邱奕元 12 柯承佑 12 翁逸凱

東一 13 戴安序 西一 13 林恩鎬 13 柯孟璿 13 吳琮閔 13 王丞閎 13 劉禹寬

東一 14 董勝騏 西一 14 楊家寶 14 鄭亦善 14 李宥荃 14 廖顧鈞 14 陳宥任

東一 15 陳彥霖 西一 15 洪榆秦 15 黃少榤 15 孫博峻 15 黃彥愷 15 黃子倫

東一 16 陳浩禎 西一 16 蔡佳佑 16 莊昌騰 16 黃仁和 16 林敬桓 16 黃承勛

東一 17 賴禹洋 西一 17 王洧丞 17 梁祐翔 17 陳守恩 17 李品逸 17 王丞悅

東一 18 蘇奕源 西一 18 蔡佳呈 18 洪榆睿 18 劉浚豪 18 劉彥享 18 傅柏勛

東一 19 朱泰岳 西一 19 張家彬 19 高愷均 19 李東諺 19 傅于銓 19 許凱傑

東一 20 楊碩任 西一 20 林宏錡 20 張瑋倫 20 鄭光桓 20 周上恩 20 李柏諭

東一 21 彭文荷 西一 21 劉界廷 21 吳彥之 21 李宥岑 21 陳昱圻 21 邱寬仁

東一 22 黃浚宥 西一 22 鄭亦修 22 王冠翔 22 陳昰名 22 洪崇育 22 洪榆捷

東一 23 許祐銓 西一 23 陳學泓 23 曾墨富 23 黃雍宸 23 陳宥愷 23 林于辰

東一 24 侯宥丞 西一 24 柯富鋐 24 黃釨睿 24 盧建宇 24 楊知穎 24 魏瑞辰

東一 25 廖聿逵 西一 25 陳威廷 25 洪勝志 25 陳又齊 25 吳泓穎 25 蔡宇軒

東一 26 張睿安 西一 26 岳顯人 26 王星翰 26 董是勤 26 林琮耀 26 陳廷侑

東二 1 鄭亦宸 西二 1 黃子謙 27 陳宇揚 27 陳品豪 27 鄭哲誌 27 李康熙

東二 2 傅冠祐 西二 2 徐敬翔 28 古祐丞 28 吳念誠 28 蔡享澄 28 游尚洺

東二 3 江長安 西二 3 林羿勳 29 鄭啟軒 29 李得睿 29 陳岱融 29 蔡守政

東二 4 劉献暉 西二 4 洪亞聖 30 張宸宇 30 張博仲 30 蔡明祐 30 陳佑昇

東二 5 許孟仁 西二 5 黃致穎 31 廖晨傅 31 何宜叡 31 許凱鈞 31 李韋呈

東二 6 許皓鈞 西二 6 葉彥呈 32 曾駿紳 32 廖品澄 32 張珔一 32 張宇辰

東二 7 曹亨誠 西二 7 李柏翰 33 吳錫瑨 33 陳書愷 33 莊宗益 33 蔡維廷

東二 8 黃元佑 西二 8 王振豪 34 朱廷峰 34 林敬瑀 34 李冠儀 34 黃奕睿

東二 9 吳秉學 西二 9 胡鈞泓 35 張皓翔 35 楊秉豪 35 蔡智勛

東二 10 吳冠諭 西二 10 李浤睿 36 賴采湘 36 王昱凱 36 林建志

男(小幼班) 男(小小幼班)男大(東班) 男大(西班) 男(小一班) 男(小二班)



東二 11 劉福璨 西二 11 羅文呈 37 陳秉垣 37 劉鈞閎 37 謝孟麟

東二 12 朱翔宇 西二 12 陳彥澄 38 邱曜陞 38 吳冠佑 38 謝欣澤

東二 13 陳秉豪 西二 13 徐永豐 39 巫瑋宸 39 林柏叡 39 趙翊閔

東二 14 楊政紘 西二 14 余定霖 40 陳劭恩 40 朱閎煒 40 黃紹柏

東二 15 陳建鋐 西二 15 邱伯宇 41 胡元亨 41 杜俊陞 41 江東陽

東二 16 蔡政學 西二 16 胡鈞浩 42 吳承紘 42 李俊諺 42 陳泓丞

東二 17 潘義量 西二 17 謝聖佑 43 林淳錚 43 陳品睿 43 程泳壬

東二 18 翟軒 西二 18 吳程順 44 李竣平 44 劉意菖 44 沈柏宇

東二 19 張家瑋 西二 19 朱廷恩 45 紀德 45 鄧程軒 45 蕭偉丞

東二 20 施震宇 西二 20 石宗駒 46 李哲旭 46 謝聖文 46 傅昱睿

東二 21 林沅蒼 西二 21 鄭詠駿 47 柯冠廷 47 王朔翊 47 岳顯益

東二 22 洪易琨 西二 22 黃守廣 48 伍明陽 48 廖以翔

東二 23 楊秉翰 西二 23 李庭鋐 49 陳奎霖 49 侯宥菖

東二 24 戴亦鋐 西二 24 彭宇辰 50 林司祐 50 陳浩宇

東二 25 張以彥 西二 25 林博一 51 陳俞睿 51 何奐勳

東二 26 林家誠 西二 26 陳威帆 52 余牧樺

東三 1 蔡明諺 西三 1 林敬棋 53 鄭宇廷

東三 2 蔡鉅威 西三 2 曾品祺 54 朱浩維

東三 3 杜正傑 西三 3 朱秉宬 55 黃仁伯

東三 4 陳彥宇 西三 4 楊展懿 56 戴呈勳

東三 5 方鴻禧 西三 5 沈岳翰 57 張予謙

東三 6 林雋樺 西三 6 吳少淳 58 周良璟

東三 7 蔡凱濼 西三 7 安鈞玄 59 盧定紘

東三 8 楊右丞 西三 8 陳禹任

東三 9 王冠棋 西三 9 陳柏翰

東三 10 何晨銘 西三 10 陳映諴

東三 11 鍾鎮羽 西三 11 童凱玄

東三 12 葉士洋 西三 12 傅立侖

東三 13 謝宜宸 西三 13 邱丞安

東三 14 陳秉富 西三 14 黃以崴

東三 15 鄧椲瀧 西三 15 廖培勳

東三 16 曾詰翔 西三 16 許緯慶

東三 17 鄭旻宏 西三 17 王振嘉

東三 18 鍾秉憲 西三 18 陳柏安

東三 19 黃義宸 西三 19 廖達熙

東三 20 黃晨陽 西三 20 康家睿

東三 21 朱宥恩 西三 21 賴彥霖

東三 22 顏志宜 西三 22 顏睿鋐



東三 23 李宜峰 西三 23 金宏倢

東三 24 陳晉堂 西三 24 李柏毅

東三 25 白鈺鴻 西三 25 簡士凱

東三 26 鍾凱聿 西三 26 簡宥恩

東四 1 黃程威 西四 1 蔡睿恩

東四 2 俞仁晟 西四 2 王俊詠

東四 3 陳宥任 西四 3 陳璿宇

東四 4 楊茗劼 西四 4 李宥甫

東四 5 王偉達 西四 5 廖睿彥

東四 6 吳東明 西四 6 王柏証

東四 7 陳伯暘 西四 7 王柏程

東四 8 林彥儒 西四 8 陳彥博

東四 9 吳冠毅 西四 9 程一宸

東四 10 林培德 西四 10 陳祈鈞

東四 11 劉宥杰 西四 11 王宥筌

東四 12 林家宇 西四 12 張家碩

東四 13 蘇皓宇 西四 13 沈楷翔

東四 14 林柏諺 西四 14 林憲宏

東四 15 范侑均 西四 15 李翊豪

東四 16 蘇琮富 西四 16 黃子恩

東四 17 張慧文 西四 17 宋承勳

東四 18 曾彥霖 西四 18 劉上甫

東四 19 馬瑞澤 西四 19 林延儒

東四 20 柯俊銨 西四 20 王冠宸

東四 21 黃定謙 西四 21 楊國群

東四 22 林大維 西四 22 龐尚宇

東四 23 詹青霖 西四 23 王彥博

東四 24 戴堂軒 西四 24 余冠成

東四 25 林棋閎 西四 25 李佩吉

東四 26 許峻睿 西四 26 石帛頤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東一 1 賴聖璦 西一 1 葉仟稚 1 陳詠晴 1 傅玥綺 1 陳彩玉 1 江喜樂

東一 2 陳奕妡 西一 2 朱沁玥 2 紀又瑄 2 董翊璇 2 楊佳宜 2 林芯儀

東一 3 陳芊蓉 西一 3 葉宜蓁 3 朱怡珊 3 吳柔蓁 3 宋舟童 3 黃柔涵

東一 4 林淨禾 西一 4 張詠甄 4 李依璇 4 林子涵 4 許向辰 4 陳宜萱

東一 5 翟璇 西一 5 陳庭宣 5 施凱晴 5 黃家淳 5 陳真慧 5 何欣桐

東一 6 沈子芸 西一 6 董玉吟 6 黃苡安 6 范勻薰 6 陳韋伶 6 陳願如

東一 7 劉采艷 西一 7 黃妤婕 7 張芝瑀 7 蔡靖妤 7 賴圓臻 7 古佳真

東一 8 許映真 西一 8 余瑾宸 8 張育瑄 8 葉品岑 8 黃妍炘 8 沈慧荌

東一 9 楊琇純 西一 9 張心馨 9 陳又瑄 9 楊詠伃 9 李又青 9 林妍希

東一 10 許瑈芸 西一 10 廖紾茹 10 陳詠欣 10 黃晨薰 10 林芯彤 10 陳湘宜

東一 11 林爰清 西一 11 黃翊玹 11 楊舒涵 11 葉宜萱 11 傅昱珈 11 蔡和靜

東一 12 林婕晞 西一 12 梁乃云 12 林佑軒 12 楊蕎瑄 12 張茵棋 12 吳芷妤

東一 13 張羽茜 西一 13 李書涵 13 賴沛吟 13 陳鈺詩 13 楊子葶 13 李芊葳

東一 14 鄭家妤 西一 14 楊欣芸 14 宋千華 14 周芮安 14 李品崴 14 徐佳緹

東一 15 張舒涵 西一 15 伍家儀 15 蔡涔亞 15 張洛妍 15 賴詩涵 15 陳嘉晨

東一 16 王瑩硯 西一 16 賴芊諭 16 廖采玲 16 鄧偉瑄 16 楊舒媛 16 廖宣茵

東一 17 謝依廷 西一 17 陳芃妤 17 米嫣 17 洪亦廷 17 古智涵 17 黃彥蘋

東一 18 黃懷萱 西一 18 石琬圓 18 葉爰圻 18 吳欣倪 18 吳佾庭 18 張瓊之

東一 19 鄒嘉欣 西一 19 陳柔諼 19 鄭家妘 19 陳沛妮 19 陳芊妤 19 杜佳恩

東一 20 楊妙君 西一 20 陳宥彤 20 許語桐 20 李崴涵 20 程千容 20 陳以璇

東二 1 劉苡捷 西二 1 劉心慈 21 謝沐昀 21 劉采瑄 21 林以琁 21 林鈺馨

東二 2 吳湘妍 西二 2 王心彣 22 許絜甯 22 程渝喬 22 范侑婷

東二 3 古嘉純 西二 3 朱凱莉 23 陳姵諼 23 賴映慈 23 林嘉霖

東二 4 林俔萱 西二 4 曾靖鈞 24 胡鈞甯 24 李月馨 24 朱芮青

東二 5 李若瑄 西二 5 詹鈞喬 25 洪子豔 25 簡慈靜 25 吳貞霙

東二 6 吳毓婷 西二 6 詹喬伊 26 曾芊雅 26 翁詠婕 26 廖育靜

東二 7 郭宗圝 西二 7 曾琳鈞 27 林子毓

東二 8 賴宣妤 西二 8 賴品嬡 28 陳侑薰

東二 9 蔡安婕 西二 9 黃怡瑞 29 莊沛景

東二 10 林慈音 西二 10 黃以璇 30 吳梵琦

東二 11 周淨心 西二 11 米霓 31 賴咨伊

東二 12 江雅婷 西二 12 胡意妃 32 蔡純懿

東二 13 黃虹蓁 西二 13 顏子萱 33 黃姵語

東二 14 劉又榕 西二 14 黃惠琪

東二 15 賴荷安 西二 15 林韋汝

東二 16 林郁澄 西二 16 黃彥臻

女大(東班) 女大(西班) 女(小幼班) 女(小小幼班)女(小一班) 女(小二班)



東二 17 張子淳 西二 17 李聿泫

東二 18 范瑀芯 西二 18 周芷逸

東二 19 鄭天馜 西二 19 邱郁安

東二 20 周妍杉 西二 20 陳孟娌

東三 1 賴圓蓉 西三 1 溫存依

東三 2 陳宜貞 西三 2 楊天心

東三 3 簡慈穎 西三 3 洪巧宜

東三 4 黃珮潔 西三 4 李惠芯

東三 5 蔡涔怡 西三 5 陳映錡

東三 6 張育雯 西三 6 謝汝萱

東三 7 黃芸禎 西三 7 陳冠諭

東三 8 賴品潔 西三 8 余瑾怡

東三 9 張詠順 西三 9 顏家穎

東三 10 黃彥諮 西三 10 廖芸榆

東三 11 吳知縈 西三 11 林佳霈

東三 12 蔡品安 西三 12 賴鈺臻

東三 13 柯承言 西三 13 林芝羽

東三 14 許家茜 西三 14 許禕倫

東三 15 任桂箴 西三 15 李艾樺

東三 16 沈雨橋 西三 16 陳忞妮

東三 17 張舒喬 西三 17 陳奕靜

東三 18 曾冠慈 西三 18 邱奕融

東三 19 陳詠琪 西三 19 徐靖恩

東三 20 李亭頤 西三 20 林妤嫻

東四 1 陳冠臻 西四 1 陳采彤

東四 2 劉泳言 西四 2 洪亞瑟

東四 3 張瑀庭 西四 3 溫苡蓁

東四 4 張向怡 西四 4 蔣佩芸

東四 5 張育榕 西四 5 朱喬安

東四 6 王郁華 西四 6 郭楚縈

東四 7 廖雅勻 西四 7 李南瑩

東四 8 王舒蓉 西四 8 張怡捷

東四 9 楊琇蓁 西四 9 曹芯瑜

東四 10 陳伃涵 西四 10 張瑀之

東四 11 陳思瑜 西四 11 賴宥蓁

東四 12 劉泳琪 西四 12 林彥綺

東四 13 陳柔蒓 西四 13 陳忻沛

東四 14 張真雅 西四 14 楊翊靖



東四 15 許寧倢 西四 15 鍾佳晏

東四 16 林妍彤 西四 16 黃采葳

東四 17 司堉岑 西四 17 鄭天愛

東四 18 陳忻妤 西四 18 許寧芮

東四 19 李沛穎 西四 19 史佳盈

東四 20 張育甄 西四 20 戴安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