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區 1196~1245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196 彭紹洋 四技資一乙 1221 楊仁翔 四技財金二甲 

1197 蔡力宗 四技資一乙 
 

1222 李俊億 四技財金二甲 

1198 彭士軒 四技資一乙 
 

1223 曾弘達 四技旅一甲 

1199 周彥碩 四技資一乙 
 

1224 黃泓翔 四技行銷四乙 

1200  四技資一乙 
 

1225 黃俊誠 四技老三甲 

1201 楊有騰 四技資一乙 
 

1226 劉玉堂 四技老三甲 

1202 黃彥博 四技資一乙 
 

1227 古仲恩 四技老三甲 

1203 陳修龍 四技資一乙 
 

1228 康信文 四技老三乙 

1204 彭靖燁 四技資一乙 
 

1229  四技光一甲 

1205  四技資一乙 
 

1230 陳紘緯 四技光一甲 

1206 邱博偉 四技資一乙 
 

1231 范立宏 四技光一甲 

1207 劉睿鈞 四技資一乙 
 

1232 李盛豪 四技光一甲 

1208 羅御仁 四技資一乙 
 

1233 傅少揚 四技光一乙 

1209 賴奕成 四技資一乙 
 

1234 黃凱杰 四技光一乙 

1210 吳育瑄 四技資二甲 
 

1235 彭宗唯 四技光一乙 

1211 葉信祺 四技資二甲 
 

1236 陳品宏 四技光一乙 

1212 陳俊宏 四技資二甲 
 

1237 范姜毅 四技光一乙 

1213  四技資三甲 
 

1238 邱述宥 四技光三甲 

1214 葉冠暉 四技資三甲 
 

1239 饒銘書 四技光三甲 

1215 陳汶良 四技資三甲 
 

1240 陳世穎 四技光三甲 

1216 陳子軒 四技資三乙 
 

1241 葉俊廷 四技光三乙 

1217 林振翔 四技財金一乙 
 

1242 羅順興 四技光四甲 

1218 黃紹琦 四技財金一乙 
 

1243 李明城 四技光四甲 

1219 紀奕丞 四技財金二甲 
 

1244 詹錦昆 四技光四乙 

1220 陳豐錡 四技財金二甲 
 

1245 張子升 四技光四乙 



第六區 1246~1292 

學生男生組 292人(手環黃色) 

編號 姓名 班級 
 

編號 姓名 班級 

1246 戴佑池 四技休二甲 
 

1270 黎賢祐 四技化材五甲 

1247 蘇冠諭 四技休二甲 
 

1271 饒志文 四技工一乙 

1248 黃哲琳 四技休二甲 
 

1272 林庭賢 四技工一乙 

1249 戴佑池 四技休二甲 
 

1273 吳柏勳 四技工一乙 

1250 鍾少傑 四技休二甲 
 

1274 唐立翰 四技工一乙 

1251 蘇冠諭 四技休二甲 
 

1275 蘇友詳 四技工一乙 

1252 洪維慶 四技休二乙 
 

1276 陳昱瑋 四技工三甲 

1253 閔俊皓 四技休四甲 
 

1277 彭成維 四技工四甲 

1254 蔡承樺 四技企一甲 
 

1278 王俊翔 四技工四乙 

1255 陳尚謙 四技企四甲 
 

1279 邱智暉 四技子一甲 

1256 唐 舜 四技企四甲 
 

1280 曾柏翰 四技子一甲 

1257 邱泉智 四技化材一乙 
 

1281 柯景堯 四技子一甲 

1258 黃柏霖 四技化材三甲 
 

1282 陳廷安 四技子三丙 

1259 賴諄憲 四技化材三乙 
 

1283 林泓麇 四技子三丙 

1260 游家銘 四技化材三乙 
 

1284 鍾志泓 四技子三丙 

1261 丁致嘉 四技化材三乙 
 

1285 林宜頡 四技子四甲 

1262 呂理豪 四技化材三乙 
 

1286 范丞毅 四技子四丁 

1263 鍾尚亨 四技化材三乙 
 

1287 林郁哲 四技子四丁 

1264 官家宇 四技化材三乙 
 

1288 侯柏瑞 四技子四丁 

1265 莊旻澄 四技化材三乙 
 

1289 唐允浩 四技土環一甲 

1266 曾俊逸 四技化材三乙 
 

1290 張程皓 四技土環一乙 

1267 劉柏志 四技化材三乙 
 

1291 曾耀霆 四技土環一乙 

1268 林維相 四技化材四甲 
 

1292 謝承翰 四技土環四甲 

1269 劉穎仁 四技化材四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