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 場次 107-1 108-1 109-1 109-2 111-04 111-05 111-06 111-07
證號編號 C107-02-001 C109-01-001 R109-05-001 R109-12-001 R111-04-001 R111-05-001 R111-06-001 R111-07-001

級別 丙級 丙級 丙級 丙級 丙級 丙級 丙級 丙級
1 陳朝鍵 許國鐘 文一帆 施欣儀 楊敏宏 蔡政達 蔡以榮 于子雲
2 周福霖 簡國宗 王巧珍 周穎娟 楊敏賢 吳明哲 鄭崇熙 王秋筠
3 陳學明 楊玉華 王宇盛 劉恒智 陳碧蓮 周書逸 沈聰課 王嘉偉
4 許惠婷 邱建智 王美惠 陳世家 尤玲玲 林益志 呂綉嬌 何易宸
5 劉峻瑜 楊典霖 王祥宇 黃琇瑩 張凱翔 劉柏廷 蘇庭億 余立軒
6 張世沛 黃筱菁 王順瑩 徐玉暄 呂怡德 洪榮臨 蕭玉琴 吳宜蓁
7 黃郁辰 張世勳 冉卉芬 邱玉惠 盧天威 胡源治 余為恩 吳鼎三
8 黃靖雅 陳美宏 江秋香 黃慧婉 李志凌 林峯吉 邱雨然 吳慧珍
9 章聖謙 劉士諄 余忠誠 黃慧娟 鄭淵河 蔡雪鈴 李文田 呂昀晏

10 吳春婷 郭忠義 余瑞娟 尤欽弘 簡文評 謝文和 黃子傑 宋宜羲
11 游侑學 陳弘恩 利沂庭 陳嘉儀 周恭田 吳建輝 陳柏喬 李光洋
12 陳亭伃 康淑惠 吳元芳 鄭貴中 林言磬 楊俊傑 卓容甄 李怡錫
13 盧素娥 李家豪 吳東霖 游輝平 蔡雲麟 陳威諭 宋昱辰 李欣蓉
14 曾詠歆 張素蓮 卓家弘 蔣有恆 顏文宏 汪姵媜 曾寶玉 林昱任
15 陳志洋 楊秋原 林志恆 李保香 黃偉銘 黃鑫榮 江皓瑋 林雅君
16 許振東 張一閔 林詠傑 詹佳蓉 許順吉 周仲生 張庭瑄 邱育騏
17 李昕昕 詹詠玄 林煜傑 劉亨貞 陳雙寶 高文彬 鄭柏毅 侯文晴
18 詹佳欣 王筱雅 林慧麗 廖從德 許秋玫 李宛真 張少寧 施菽鷹
19 孫維孝 林振義 林叡瑜 陳有文 陳  靖 蘇芳姬 高淳雅
20 黃卉湘 周芷伊 林麗麗 駱采穎 陳  肯 何罡蓁 張世勲
21 蔡一正 謝雅娟 邱進興 楊少焜 李其明 周烈成 張明倫
22 劉正浩 吳家琦 姚懷谷 王文益 林怡孜 郭建宏 張政豐
23 劉天瑜 李人豪 洪秋蘭 楊文慧 陳正惠 王仁本 張鈞凱
24 劉天瑞 林 緯 洪博鼎 陳盈淳 劉坤彬 蕭琇文 許景富
25 賴世宗 周書逸 胡桂花 陳昭名 邵克強 蔣汶谷 陳昀萱
26 劉信宏 胡翔恩 胡瑋晟 陳明朗 盧素娥 陳信全
27 沈書毅 方熙宇 孫如音 洪天賜 陳瑞台 陳柏鈞
28 許哲瑋 賴柏諭 孫儷娥 陳諭申 林俞秀 陳致寬
29 陳正明 陳郁杰 徐文義 陳永樂 蘇乙晁 曾沛文
30 余冠瑾 陳致寬 徐晨嘉 李冠漢 黃欽淦 舒正慧
31 王榮顯 黃子修 徐聖富 李怡萱 林建同 楊玉華
32 蔡方瑩 張喬迪 祝煒欽 石榮源 楊典霖
33 陳志成 張效熒 馬鴻志 朱木琴 楊甯旭
34 朱憶玲 劉 珵 崔美玲 彭南雄 劉本善
35 李東軒 袁明珠 張乃祥 粘雅婷 蔡福記
36 李翠娥 黃俊霖 張永昌 陳俊名 鄭伊玲
37 張仲光 陳萬旦 鄭宇軒
38 張傑閔 盧玉潔
39 張靜惠 蘇慧雯
40 陳明麗
41 陳奕杰
42 陳建華
43 陳滿
44 陳福龍
45 彭秀珠
46 廖翊婷
47 鄧金錩
48 蕭含芸
49 賴遵仁
50 簡貴合
51 魏鵬讚
52 蘇琪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