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區 1099~1148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099 林政賢 四技運二甲 1124 蔡明志 四技資四甲 

1100 曾詺舜 四技運二甲 
 

1125 楊鈞浩 四技資四乙 

1101 戴祐申 四技運二甲 
 

1126 吳宗凱 四技資四乙 

1102 呂禎祥 四技運二甲 
 

1127 郭晉安 四技資工四甲 

1103 沈炘裕 四技運二甲 
 

1128 簡宗豪 四技資工四甲 

1104 田遠哲 四技運二甲 
 

1129 侯德苓 四技資工四乙 

1105 呂泓儒 四技運二乙 
 

1130 韓鈞祺 四技資工四乙 

1106 劉佳寯 四技運二乙 
 

1131 黃耀鋐 四技資工一甲 

1107 陳建宇 四技運二乙 
 

1132 邱振杰 四技資工一甲 

1108 湯予誠 四技運二乙 
 

1133 許育斌 四技資工一甲 

1109 涂閔棋 四技運二乙 
 

1134 羅祐平 四技資工一甲 

1110 彭名正 四技運二乙 
 

1135 孫翊翔 四技資工一甲 

1111 邱信元 四技運二乙 
 

1136 莊嘉仁 四技資工一乙 

1112 楊宜修 四技運二乙 
 

1137 郭旻軒 四技資工一乙 

1113 賴傳霖 四技運二乙 
 

1138 許張亮 四技資工一乙 

1114 彭國翔 四技運二乙 
 

1139 賴明宏 四技資工一乙 

1115 楊益豪 四技運二乙 
 

1140 楊晉紘 四技資工一乙 

1116 溫衛霖 四技運二乙 
 

1141 鄧浩伯 四技資工一乙 

1117 孫振瑋 四技運二乙 
 

1142 呂彥辰 四技資工一乙 

1118 謝譯賢 四技運二乙 
 

1143 彭政銓 四技資工一乙 

1119 林玟宇 四技運四甲 
 

1144 袁睿均 四技資工一乙 

1120 劉學恩 四技資工五乙 
 

1145 陳建宏 四技資工一乙 

1121 賴信源 四技資四甲 
 

1146 盧奎錄 四技資工一乙 

1122 呂承叡 四技資四甲 
 

1147 朱祐震 四技資工一乙 

1123 徐維澤 四技資四甲 
 

1148 謝大偉 四技資工一乙 



第五區 1149~1195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149 林玉桓 四技資工一乙 
 

1173 徐瑋成 四技資工四乙 

1150 李家豪 四技資工一乙 
 

1174 沈俊銘 四技資工四乙 

1151 陳威溢 四技資工一乙 
 

1175 艾辰霖 四技資工四乙 

1152 張昱傑 四技資工二甲 
 

1176 馮騰飛 四技資工四乙 

1153 盧詩皓 四技資工二甲 
 

1177 顏孝東 四技資工四乙 

1154  四技資工二乙 
 

1178 范育豪 四技資工四乙 

1155 許心平 四技資工二乙 
 

1179 徐仁謙 四技資一甲 

1156 張基財 四技資工二乙 
 

1180 范元隆 四技資一乙 

1157 范家皇 四技資工二乙 
 

1181 蔡世賢 四技資一乙 

1158 黃淳豊 四技資工二乙 
 

1182 古文彥 四技資一乙 

1159 徐千竣 四技資工二乙 
 

1183 陳湘升 四技資一乙 

1160 張明祥 四技資工二乙 
 

1184 魏嘉慶 四技資一乙 

1161 涂勝維 四技資工二乙 
 

1185 魏圳澤 四技資一乙 

1162 梁凱鈞 四技資工二乙 
 

1186 張志浩 四技資一乙 

1163 陳毓宏 四技資工二乙 
 

1187 徐金廷 四技資一乙 

1164 林子群 四技資工二乙 
 

1188 高瑋豪 四技資一乙 

1165 劉名軒 四技資工三甲 
 

1189 劉邦勇 四技資一乙 

1166 莊皓雲 四技資工三甲 
 

1190 鄭廷億 四技資一乙 

1167 陳冠宇 四技資工三甲 
 

1191 張皓翔 四技資一乙 

1168 曾威瑀 四技資工三乙 
 

1192 周博彥 四技資一乙 

1169 魏嘉德 四技資工三乙 
 

1193 陳立洋 四技資一乙 

1170 范伯榮 四技資工三乙 
 

1194 蕭米淇 四技資一乙 

1171 王萬霖 四技資工三乙 
 

1195 史朋霖 四技資一乙 

1172 黃立安 四技資工四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