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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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嵐岳 西一 1 沈楷軒 1 賴圓修 1 黃彥中 1 李柏諭 1 蔡槶南

東一 2 蔡明興 西一 2 李尚洋 2 楊東宖 2 黃定弘 2 楊守博 2 陳宇安

東一 3 鄭宇廷 西一 3 李東諺 3 王煥宇 3 黃柏勛 3 呂宇宸 3 蕭晨安

東一 4 陳守恩 西一 4 柯秉呈 4 張均碩 4 陳亨昌 4 陳宥維 4 蔡維元

東一 5 朱泰岳 西一 5 楊睿廣 5 廖威宇 5 陳秉新 5 許諺杰 5 黃翔昊

東一 6 黃程威 西一 6 黃雍宸 6 劉奕澄 6 廖睿煜 6 葉榮勝 6 陳泓銘

東一 7 侯宥菖 西一 7 康尚豪 7 蔡承耀 7 張子鈞 7 賴權瑱 7 王丞悅

東一 8 蔡明諺 西一 8 許靖承 8 游士玄 8 邱云鴻 8 張子熙 8 吳桐安

東一 9 蔡鉅威 西一 9 陳昰名 9 蔡明祐 9 吳彥之 9 柯承佑 9 劉禹寬

東一 10 林雋樺 西一 10 黃士展 10 陳沛安 10 趙奕程 10 黎嘉辰 10 王柏閎

東一 11 劉福璨 西一 11 林厚勛 11 張珔一 11 劉靖遠 11 王善來 11 黃子倫

東一 12 彭文荷 西一 12 吳琮閔 12 劉承翰 12 張金宏 12 陳兆庭 12 賴權瑨

東一 13 許孟仁 西一 13 傅冠祐 13 盧首成 13 馬銓澤 13 蔡維廷 13 張駿逸

東一 14 陳廷睿 西一 14 張硯博 14 陳岱融 14 蔡沅霖 14 鄭勝杰 14 謝牧辰

東一 15 楊子原 西一 15 吳念誠 15 謝孟麟 15 蕭翊紳 15 廖顧鈞 15 葉家豪

東一 16 林立禾 西一 16 周元鼎 16 許凱鈞 16 鄭亦善 16 粘桓翊 16 許凱傑

東一 17 侯宥丞 西一 17 杜俊陞 17 陳泓丞 17 廖晨傅 17 馬睿陽 17 林于辰

東一 18 廖聿逵 西一 18 郭忞炘 18 黃子維 18 黃釨睿 18 王丞閎 18 林育成

東一 19 林沅蒼 西一 19 陳煒庭 19 徐荺皓 19 朱廷峰 19 黃柏安 19 施皓銓

東一 20 黃子謙 西一 20 蕭士晟 20 葉誠翰 20 柯冠廷 20 蔡守政 20 張碩庭

東二 1 黃書耘 西二 1 黃定謙 21 蔡享澄 21 古祐丞 21 邱勇叡 21 傅柏勛

東二 2 謝秉彣 西二 2 馬瑞霆 22 姜智淵 22 陳劭恩 22 林銳翔 22 蔡宇軒

東二 3 王豊錄 西二 3 陳劭凡 23 許皓翔 23 林泳鈞 23 陳德恩 23 蕭臣宏

東二 4 鄧椲瀧 西二 4 鄭亦宸 24 劉浚豪 24 林厚澤 24 魏瑞辰

東二 5 魏子硯 西二 5 朱閎煒 25 林淳錚 25 張碩宸 25 游尚洺

東二 6 洪晨恩 西二 6 邱律衡 26 李哲旭 26 蔡詮宥 26 洪崇育

東二 7 王冠棋 西二 7 林敬棋 27 賴采湘 27 蔡詮奕 27 許傑翔

東二 8 張家瑋 西二 8 陳浩宇 28 陳奎霖 28 黃泊銨

東二 9 陳建佑 西二 9 江長安 29 林毓峰 29 賴帟成

東二 10 趙裕鑫 西二 10 王耘禕 30 胡元亨 30 蔡智勛

東二 11 鍾鎮羽 西二 11 李昱潝 31 張皓翔 31 賴均祐

東二 12 施震宇 西二 12 張峻維 32 李冠儀

東二 13 趙羨紘 西二 13 林益成

東二 14 陳建鋐 西二 14 陳學羽

東二 15 何栢銘 西二 15 陳彥澄

東二 16 黃晨陽 西二 16 康庭豪

東二 17 李宜峰 西二 17 楊政紘

東二 18 黃義宸 西二 18 陳立宸

東二 19 陳晉堂 西二 19 李沂修

東三 1 吳泓逸 西二 20 潘彥融

東三 2 楊茗劼 西三 1 廖睿彥

東三 3 林延儒 西三 2 陳璿宇

東三 4 林培德 西三 3 廖永睿

東三 5 白哲榕 西三 4 姜柏宇

東三 6 劉宥杰 西三 5 李宗愷

東三 7 鍾凱聿 西三 6 王柏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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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三 8 王麒硯 西三 7 王柏程

東三 9 林家宇 西三 8 林益祥

東三 10 吳東明 西三 9 吳程順

東三 11 賴崑煌 西三 10 林家誠

東三 12 林柏承 西三 11 童凱玄

東三 13 王彥博 西三 12 沈右恩

東三 14 張慧文 西三 13 彭宇辰

東三 15 馬瑞澤 西三 14 謝譯慶

東三 16 詹青霖 西三 15 朱廷恩

東三 17 魏子又 西三 16 郭忞為

東三 18 王冠胤 西三 17 羅元宏

東三 19 曾彥霖 西三 18 白鈺鴻

東三 20 林大維

東三 21 黃定謙

東三 22 吳睿麒

東三 23 林昆廷

東三 24 林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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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允喬 西一 1 葉仟稚 1 呂語媃 1 賴妍潔 1 古佳真 1 林于芠

東一 2 賴聖璦 西一 2 范勻薰 2 賴圓臻 2 許紓涵 2 沈慧荌 2 黎芊嬅

東一 3 林坤潁 西一 3 陳芊蓉 3 李又青 3 傅玥綺 3 陳韋伶 3 林芯儀

東一 4 張倢瑜 西一 4 陳奕妡 4 潘彥嘉 4 胡芯語 4 4 何欣桐

東一 5 林爰清 西一 5 胡汶芳 5 林坤嬡 5 陳姿維 5 徐佳緹 5 陳願如

東一 6 鄧偉瑄 西一 6 徐嵐琳 6 陳真慧 6 朱怡珊 6 楊佳宜 6 林妍希

東一 7 林俔萱 西一 7 魏凌軒 7 蔡侑璇 7 施凱晴 7 魏苡安 7 廖宣茵

東一 8 賴宣妤 西一 8 張立霓 8 鄭霏祺 8 陳又瑄 8 李姵妮 8 蔡和靜

東一 9 李珮綺 西一 9 詹宜靜 9 林淳琪 9 陳湘頤 9 林芯彤 9 張馨元

東一 10 黃子涵 西一 10 曾天清 10 范侑婷 10 廖采玲 10 陳彩玉

東一 11 張舒涵 西一 11 簡慈靜 11 朱芮青 11 廖禹喬 11 呂淨慧

東一 12 王瑩硯 西一 12 林子毓 12 張芝瑀 12 陳詠欣 12 古智涵

東一 13 楊妙君 西一 13 王璽樺 13 林嘉霖 13 彭妍蓁 13 吳佾庭

東一 14 吳知縈 西一 14 古嘉純 14 蔡慈音 14 王耘菲 14 林鈺馨

東一 15 鄭珮瑄 西一 15 胡意妃 15 陳湘允 15 曾晴翊 15 楊子葶

東一 16 黃珮潔 西一 16 李書涵 16 田昀澐

東一 17 林欣澐 西一 17 陸禹錡 17 謝沐昀

東一 18 任桂箴 西一 18 蔡純懿 18 李宜旻

東一 19 潘彥叡 西一 19 莊沛景 19 陸泳晴

東二 1 王郁華 西一 20 蕭琬環 20 曾芊雅

東二 2 蔣佩芸 西二 1 吳湘妍 21 周沂蓁

東二 3 許巧穎 西二 2 董玉吟

東二 4 郭宛卿 西二 3 賴圓蓉

東二 5 賴宥蓁 西二 4 姚欣寧

東二 6 林家筠 西二 5 郭宗圝

東二 7 鍾佳晏 西二 6 蔡安婕

東二 8 黃采葳 西二 7 林慈茵

東二 9 王岑中 西二 8 江雅婷

東二 10 馬瑞辰 西二 9 温苡蓁

東二 11 蔡佳昀 西二 10 簡慈穎

東二 12 張向怡 西二 11 黃芸禎

東二 13 陳岱筠 西二 12 顏芸慧

東二 14 曾冠慈 西二 13 劉又榕

東二 15 梁家榕 西二 14 田芸甄

東二 16 許寧芮 西二 15 柯承言

東二 17 張育榕 西二 16 賴荷安

東二 18 張真雅 西二 17 徐翊瑄

東二 19 許寧倢 西二 18 陳宥靜

西二 19 楊愉喬

西二 20 黃妤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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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