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區 1001~1050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001 徐晟崴 電機所二甲 1026 林峻德 四技電三乙 

1002 張  達 運動管理系 
 

1027 陳鴻鈞 四技電三乙 

1003 李超揚 運動管理系 
 

1028 黃子睿 四技電二丙 

1004 蔡冠詮 四技應外一乙 
 

1029 張鈞弼 四技電三丙 

1005 葉俊嘉 四技機二甲 
 

1030 陳柏綸 四技電三丙 

1006 黃聖文 四技機二甲 
 

1031 鄒維倫 四技電三丙 

1007 何宗益 四技機三甲 
 

1032 劉少榮 四技電三丙 

1008 王韋翰 四技機三乙 
 

1033 詹瑞翔 四技電四甲 

1009 周秉毅 四技機三乙 
 

1034 楊浚鈿 四技電四甲 

1010 李僑易 四技機四甲 
 

1035 余智皓 四技電四甲 

1011 羅邦儒 四技機四甲 
 

1036 黃梓恩 四技電四甲 

1012 徐美強 四技機四乙 
 

1037 高鈞毓 四技電四丙 

1013 呂造元 四技機五甲 
 

1038 陳建州 四技電四丙 

1014 鍾項凱 四技電一甲 
 

1039 陳振弘 四技電四丙 

1015 鄒昇汶 四技電一甲 
 

1040 林宏學 四技電四丙 

1016 徐彬書 四技電一甲 
 

1041 陳泓維 四技運一甲 

1017 謝和峰 四技電一甲 
 

1042 余偉誠 四技運一甲 

1018 孫健祐 四技電一乙 
 

1043 鄭至幃 四技運一甲 

1019 孫健恩 四技電一乙 
 

1044 洪振祐 四技運一甲 

1020 林宇弦 四技電一乙 
 

1045 徐宗達 四技運一甲 

1021 陳宇暄 四技電一丁 
 

1046 古政洋 四技運一甲 

1022 何文議 四技電一丁 
 

1047 賴建宇 四技運一甲 

1023 彭英騏 四技電一丁 
 

1048 林祐群 四技運一甲 

1024 李厚霆 四技電一丙 
 

1049 彭致皓 四技運一甲 

1025 林旭良 四技電三乙 
 

1050 江烜榕 四技運一甲 



第四區 1051~1098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051 施哲銘 四技運一甲 
 

1075 吳炫志 四技運一乙 

1052 陳守安 四技運一甲 
 

1076 朱億旋 四技運一乙 

1053 羅文廷 四技運一甲 
 

1077 謝佑旻 四技運一乙 

1054 王聖樺 四技運一甲 
 

1078 王佑軒 四技運一乙 

1055 黃慶翔 四技運一甲 
 

1079 林雨鋒 四技運一乙 

1056 許晉誠 四技運一甲 
 

1080 蘇聖傑  四技運一乙 

1057 李家威 四技運一甲 
 

1081 賴昱學 四技運一乙 

1058 林泰榆 四技運一甲 
 

1082 鄧韶宇 四技運一乙 

1059 黃景豐 四技運一甲 
 

1083 鄭凱文  四技運一乙 

1060 陳威霖 四技運一甲 
 

1084 范重淵  四技運一乙 

1061 吳秉桓 四技運一甲 
 

1085 趙峙雲  四技運一乙 

1062 彭思捷 四技運一甲 
 

1086 李威昰  四技運一乙 

1063 黃唯恩 四技運一甲 
 

1087 吳晟瑋 四技運一乙 

1064 鍾佳磬 四技運一甲 
 

1088 詹前星  四技運一乙 

1065 莫玉琨 四技運一乙 
 

1089 宋柏誼  四技運一乙 

1066 陳偉翔 四技運一乙 
 

1090 林恩玄 四技運一乙 

1067 戴沅翰 四技運一乙 
 

1091 徐苡齊 四技運一乙 

1068 郭品宏 四技運一乙 
 

1092 黃詩敏  四技運一乙 

1069 陳元齊 四技運一乙 
 

1093 邊俊赫  四技運一乙 

1070 陳彥龍 四技運一乙 
 

1094 簡御麟 四技運二甲 

1071 吳兆鎮 四技運一乙 
 

1095 葉俊國 四技運二甲 

1072 陳金諺 四技運一乙 
 

1096 吳承道 四技運二甲 

1073 林軒毅 四技運一乙 
 

1097 吳宜隆 四技運二甲 

1074 程本智 四技運一乙 
 

1098 許吉明 四技運二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