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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莊芳萍 樸413 201 連艾寧 思407 301 洪阿李 思408

112 蔡怡珮 自103 211 林欣賢 自209 311 陳瑋倩 家207

113 周語婷 自104 212 褚品宜 自208 312 單莉莉 家208

114 許淑芬 自105 213 謝炎君 自207 313 趙燕伶 家209

121 賴寶桂 家715 214 盧玫吟 自206 314 郭品宏 家212

122 鄭秀淳 家714 221 吳淑芬 家809 315 楊秀葵 家213

131 陳伸豐 家706 222 周俊雄 家812 316 蔡佳怡 家214

132 李佳蓁 家707 223 陳美娟 思406 317 張雅婷 家215

141 江亭儀 家807 231 劉正男 家708 318 巫㺰瑤 思507

142 黃昱幃 家808 232 洪美玲 家709 321 曾淑慧 家813

146 吳鈞傑 家908 241 孫宇君 家806 322 陳世明 家814

151 林惠芳 思303 242 史薏平 家909 323 蕭琇月 家815

156 莊孟勳 H311 246 林永豐 家907 324 游麗卿 思506

157 葉馥甄 H411 247 林郁恆 家906 331 吳美慧 家712

158 伍玉婷 H412 251 張雪智 思304 332 張烈鵬 家713

159 楊皓麟 H413 252 邱麗瑛 思305 341 吳麗娃 家912

161 林郁芬 家606 256 唐瀛豪 H414 342 巫雅婷 家913

162 黃川晏 家607 257 黃文冠 H511 346 孟宗儒 家915

171 林大椿 家515 258 吳旻諺 H512 347 楊宇棻 家914

172 簡月華 家514 259 潘韻名 H513 351 王逸芸 思306

181 游智雯 自305 261 彭美珍 家612 352 謝依蓉 思307

182 邱郁婷 自306 262 陳財貴 家613 356 陳威君 H514

183 張志強 自307 263 莊靖嵐 思405 357 蕭孟青 H613

184 陳春福 自308 271 楊美齡 家512 358 蕭敬樂 H614

185 胡盛春 自409 272 茹  義 家513 361 邱志賓 家901

186 陳湘君 自408 273 勇威菱 思404 362 藍冠羽 家615

187 李麗華 自407 281 黃意閔 家314 363 林裕文 家614

188 林玲帆 自406 282 吳雅琪 家313 364 王麗香 思505

18A 謝方霏 思209 283 林宏政 家312 371 羅莉汶 家507

18B 鐘尤君 勤201 284 謝筱蕙 思409 372 史惟馨 家508

191 李美玲 思207 285 蘇涵瑜 家309 373 林柏芬 家509

196 張瓊文 思106 286 高月娟 家308 374 范志仲 思504

197 林芳伊 思105 287 陳依婷 家307 381 耿秋芳 家315

288 陳俊穎 家306 382 劉培鋒 家406

289 廖文君 家206 383 劉美琪 家407

28A 吳淑如 思403 384 林佩蓉 家408

291 廖慧伶 思208 385 吳士如 思508

296 余素菁 思104 386 許琬苓 家409

297 謝馨樂 思103 387 陳宣任 家412

298 楊家柔 思203 388 蔡惠美 家413

389 羅  蘭 家414

38A 陳琬珊 家415

38B 劉慶祥 家506

38C 李宜靜 思503

391 賀麗蓉 思308

396 沈雅如 思204

397 張嘉尹 思205

398 許琪英 思206

399 楊家柔 思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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