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 場次 107-01 108-01 109-01 109-02 109-03 109-04 110-01 110-02 111-06
證號編號 C107-01-001 C108-01-001 C109-01-001 C109-02-001 C109-03-001 C109-04-001 C110-01-001 C110-02-001 C111-06-001

1 陳宗彣 張英棋 尤欽弘 廖崇棋 王秀萍 柯柔妤 謝緯億 吳昇鴻 杜靜惠
2 祝煒欽 全聖恩 王淯仟 周穎娟 王明華 許弼誠 邱文聲 何美玉 蔡萱
3 潘慧雯 陳致寬 王敏政 姚懷谷 王倩雯 曾建儒 王于雯 葉美玲 朱育嫻
4 王采蕎 吳良民 江秋香 莊鑫葆 王淑貞 李尚儒 李謙 金泉譯 高佩妏
5 林則甫 陳朝鍵 江家慶 陳有文 王登彥 王冠傑 張哲恩 游凡綺 游書維
6 蔣汶谷 許國鐘 吳本元 彭秀珠 李伊婷 陳嘉儀 曾俊銘 羅正言 王冠中
7 李鴻棋 劉記帆 巫俊翰 陳世家 李至晟 莊子萱 王宇廷 魏秀如 王翊帆
8 湯大緯 東朔玉 李功棋 陳建華 李維倫 施翊翎 陳嘉靖 何政達 吳慧欣
9 李翠娥 陳盈谷 林志恆 胡桂花 周忠榮 吳佳興 楊渝竣 陳彥旭 林育鼎

10 張玉瑋 王宇盛 林坤昌 邵于玲 林宇唐 郭明諭 趙宸紳 劉憲禮 陳芝勵
11 王秀瑾 蔡孟宇 林若薇 林昭光 林偉傑 黃家威 王亭文 林坤正 薛意如
12 陳怡如 賴柏諭 柯凰麗 陳威諭 林國欽 鄭祐杰 廖鴻嘉 黃怜瑜 蘇玉梅
13 彭賢旭 胡譯升 洪文隆 郭中生 林樹清 林國塘 陳靜慧 王彥樺 王啟源
14 袁明馗 盧鵬壬 胡翔恩 夏振凱 邱德財 林周曉映 蕭倩妃 柯志勇 張雲懿
15 劉天瑜 陳聖暐 胡瑋晟 劉恒智 孫鈺茹 黃慧婉 王珮錞 鄭豈銨 呂明宗
16 蔡輝炯 李承益 孫如音 余羿辰 曹正偉 黃慧娟 徐聖富 陳仕霖 李宇翔
17 盧品文 吳滕偉 翁誌誼 黃鑫榮 曹立琪 鄭柏毅 許家瑄 吳俊益 吳又霖
18 張世沛 林佳潔 張家郡 王郁彣 曹家豪 廖從德 謝沛蓁 邱于娗 李華興
19 蔣明雄 康博森 張凱朝 黃庠榛 陳文棋 陳政智 林哲生 白獻恩 張庭瑄
20 蔡安侖 黃瑞榮 張喬迪 林麗麗 陳世偉 陳瑀喬 王思雯 施念柔 楊潔宇
21 游侑學 龔竑銘 張瑞云 余義箴 陳志偉 許賀竣 黃稟翔 陳珮如 黃宥芯
22 陳亭伃 李崑璋 張靜惠 曾裕翔 陳怡婷 陳碧蓮 雷鈜軍 莊雅筑 黃宥綾
23 張育瑞 魏淑芬 梁鈴玉 邱建智 陳建輝 張鳳菊 汪明輝 謝明翰 藍于青
24 盧素娥 陳國輝 郭凡綺 黃旭晟 陳昱揚 高佩絹 林家葳 沈品馨 吳奐箴
25 王寶盛 李仁佐 陳志成 周賢銘 陳家鵡 鄭麗霞 彭俊鋒 林雨親 吳劍翹
26 曾詠歆 林姿君 陳威揚 邱玉惠 陳祖武 范維麟 楊筑鈞 林宏融 劉怡君
27 饒秋琴 秦佳君 陳皇成 施欣儀 陳雪玉 詹佳蓉 陳沛安 曾朝民 朱貞樺
28 楊典霖 舒正慧 黃敏誠 洪瑩慧 陳紫開 簡聰傑 陳郁杰 簡瑞春 鄭宇峻
29 楊敏賢 黃建閎 黃靖雅 鄭貴中 陳隆智 蔡妙梧 姜凱心 沈佩君 連威勝
30 陳宏龍 楊少焜 楊麗芬 黃文祿 曾沁綸 林佳利 賴竺均 莊明政 林東盈
31 王文興 黃惠娟 廖崇亨 陳詩縈 曾 婷 劉亨貞 徐百均 夏培倫 鄭副豪
32 詹佳欣 魏惠鳳 劉士諄 倪子翔 楊清宇 李泓言 劉士遠 張聿頡 蒙沛錡
33 張凱翔 陳建融 劉天翰 陳建賓 劉美紅 陳俊偉 林旻鋒 林奕汝 張芮瑜
34 盧天威 林元皓 蔡永輝 王文益 劉詩文 謝麗娟 李庭宇 李崇瑞 鄭宛筑
35 高暉璋 劉正浩 蔡亞呈 柯育宸 劉燕楓 詹惠方 許浩洋 謝宛璇 李建泯
36 孫維孝 方熙宇 蔡詩溢 黃琇瑩 蕭育翔 賴宥融 王彥仁 林資期 林本珊
37 劉信宏 鄧金錩 楊文慧 錢雄武 林俞秀 周嶸 張進成 劉家維
38 沈書毅 賴一琳 仲躋陵 謝家元 吳佳燁 鄭博尹 陳琦惠 龍姵晴
39 許哲瑋 謝丞皓 仲偉傑 蘇慧玲 彭思嘉 李佩珍 張淑凡 林洸賢
40 陳正明 魏鵬讚 陳盈淳 林鼎政 陳昶紳 鄒雅雯 陳婷婷
41 余冠瑾 羅浚瑋 樓東亮 陳昭名 康榮城 何美芳 林如蘭
42 蘇崑鈞 周韋廷 連玟瑄 謝鎮安 陳昱諠 陳靜怡 王巧珍
43 孫維良 謝文彬 王順瑩 陳冠運 葉培崧 陳淑華 陳柏喬
44 林冠泯 辛雅雯 邱進興 陳雅玲 賴奕翔 謝芷卉 林伯儒
45 陳立偉 廖冠茵 章學惠 陳筑台 謝儀函 謝瑋婷 郭志傑
46 蔡一正 池澤智也 徐玉暄 陳益祥 蘇鴻賓 陳明輝 邱淑𤦌

47 蘇奕瑋 湯目樹杏 吳崇西 高禎佑 陳秀瓊 陳志中 王崇旭
48 張勝凱 林叡瑜 蘇琪恩 朱冠銘 呂綉嬌 趙志豪 陳明麗
49 黃怡髣 文一帆 陳彥蓁 謝語倢 莊佩潔 石偉正
50 蘭致磊 張永昌 徐偉峻 盧美華
51 張富堯 張乃祥 任曉晶 松雅琳
52 郭忠義 崔美玲 張育誦
53 鄭崇熙 江振賢
54 吳東霖 沈以琳
55 陳盈樺
56 盧冠壹
57 簡麗卿
58 劉靜姿
59 張智皓
60 李巧文
61 蕭庭煜
62 廖  杭
63 陳岱佑
64 杜虹霈
65 撒谷白浪
66 蔡龍達
67 蔡雅函
68 張巧瑩
69 王淑蒂
70 張佑璘
71 邱曉薇
72 盧葳
73 高啟峰
74 金孟霖
75 高誼婷
76 莊鴻專
77 余筱筑
78 邱國峰
79 張佩貞
80 莊惠萍
81 陳宛汝
82 張育慈
83 林峻偉
84 羅國彥
85 陳宏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