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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101 蔡秀芬 573 陳映如 杜素青 5N201 王淑真 560 陳寶如 趙麗敏 5N301 王曉萍 562 蔡琇文 王淑真 5N401 蔡琇文 562 王曉萍 王淑真 5N501 張晏苾

5N102 陳寶如 560 王淑真 趙麗敏 5N202 趙明玲 559 林姿妙 王雅貞 5N302 李端容 553 王曉萍 林淑貞 5N402 邱傳淞 574 孫立華 田益誠 5N502 吳雪菁

5N103 林少文 363 鄧湘君 呂溪春 5N203 林姿妙 559 趙明玲 王雅貞 5N303 趙麗敏 560 陳寶如 王淑真 5N403 杜素青 573 蔡琇文 李柳圜 5N503 趙麗敏

5N104 王如弘 560 王曉萍 陳曉琦 5N204 陳曉琦 562 吳幼萍 王如弘 5N304 陳怡樺 554 楊金蘭 陳映如 5N404 李靜恬 567 李淑玲 勾國豪 5N504 楊秀華

5N105 呂溪春 362 林少文 鄧湘君 5N205 吳威震 507 陳淑惠 鍾文娟 5N305 吳安安 522 楊秀華 陳淑惠 5N405 盧幸馡 350 張銘湄 陳嘉雯 5N505 高駿彬

5N106 陳瑪娜 553 徐如涵 林淑貞 5N206 陳淑惠 507 吳威震 吳安安 5N306 劉智華 518 陳淑惠 田益誠 5N406 袁朝蓉 556 陳映如 張晏苾 5N506 彭立民

5N107 王雅貞 559 趙明玲 林姿妙 5N207 陳嘉雯 165 李昭鴻 盧幸馡 5N307 李柳圜 573 李端容 杜素青 5N407 沈郁芳 574 李淑玲 李靜恬 5N507 林淑貞

5N108 徐如涵 565 古玉幸 彭立民 5N208 葉益銘 295 李浩瑄 邱天欣 5N308 盧淑敏 568 黃慧新 邱淑鈴 5N408 李淑惠 566 楊金蘭 盧俊仲 5N508 劉世淼

5N109 邱淑鈴 568 陳映如 盧淑敏 5N209 李怡侞 522 吳安安 陳嘉雯 5N309 勾國豪 566 盧俊仲 李淑惠 5N409 陳寶如 560 趙麗敏 王淑真 5N509 李昭鴻

5N110 王雪鳳 554 蔡秀芬 金幼婷 5N210 李浩瑄 504 邱天欣 葉益銘 5N310 黃慧新 568 盧淑敏 邱淑鈴 5N410 李淑玲 574 李靜恬 盧俊仲 5N510 李怡侞

5N111 邱宣蓉 578 吳雪菁 金幼婷 5N211 陳淑惠 565 陳映如 吳威震 5N311 駱麗香 410 趙明玲 勾國豪 5N411 趙日彰 125 吳幼萍 劉勝權 5N511 李端容

5N112 方維翎 165 陳嘉雯 陳豐文 5N212 邱天欣 501 李浩瑄 鍾文娟 5N312 盧俊仲 566 勾國豪 楊金蘭 5N412 楊金蘭 566 李淑惠 盧俊仲 5N512 張銘湄

5N113 李宜珈 554 李柳圜 邱淑鈴 5N213 鍾文娟 504 李浩瑄 邱天欣 5N313 古玉幸 565 徐如涵 彭立民 5N413 劉勝權 665 白春榮 趙日彰 5N513 王淑真

5N114 金幼婷 578 陳寶如 邱宣蓉 5N214 李昭鴻 517 吳幼萍 張銘湄 5N314 李靜恬 567 李淑玲 勾國豪 5N414 蔡秀芬 573 楊金蘭 李柳圜 5N514 孫立華

5N115 田益誠 201 邱傳淞 孫立華 5N215 陳豐文 162 蔡秀芬 方維翎 5N315 陳武鋼 122 陳映如 游騰堂 5N415 白春榮 295 劉勝權 羅于靜 5P501 張素貞

5N116 劉瑩芳 509 彭翊榛 趙明玲 5P201 臧瑩卓 610 許孟勤 胡倩瑜 5P301 阮震亞 611 許孟勤 翁榮銅 5P401 羅于靜 295 林葙葙 白春榮 5P502 林葙葙

5P101 蕭智真 340 臧瑩卓 劉瑩芳 5P202 許孟勤 611 臧瑩卓 翁榮銅 5P302 王淑娟 180 翁榮銅 黃雅平 5P402 黃雅平 608 翁榮銅 張素貞 5P503 胡倩瑜

5P102 許家彰 608 張素貞 臧瑩卓 5B201 孫維岑 626 黃燕圻 吳建興 5B301 陳冠吟 626 孫維岑 吳建興 5P403 翁榮銅 611 許孟勤 黃雅平 5B501 孫維岑

5B101 李嬿雯 361 温家謙 吳建興 5B202 黃燕圻 625 孫維岑 吳建興 5B302 張碩芳 626 孫維岑 吳建興 5B401 游琁安 622 孫維岑 吳建興 5B502 張銘湄

5B102 游璇安 622 李嬿雯 吳建興 5C201 方啟勝 361 林家妃 温家謙 5M301 蔡爭岳 650 蔡銘哲 廖啟順 5B402 歐姿妤 621 陳冠吟 吳建興 5M501 陳鳳琴

5C101 陳佩宜 509 方啟勝 林家妃 5I201 鄭美娟 509 彭翊榛 林家妃 5I301 彭翊榛 502 鄭美娟 林家妃 5M401 蔡銘哲 650 蔡爭岳 陳鳳琴 5I501 彭翊榛

5S101 魏珮芝 649 蘇曉妮 陳佩宜 5S201 陳勝皇 649 林芳珍 蘇曉妮 5S301 鄧湘君 365 呂溪春 林少文 5I401 陳佩宜 509 彭翊榛 鄭美娟 5S501 林芳珍

5A101 吳孟樺 515 汪友于 李浩瑄 5A201 汪友于 512 温家謙 楊惠菁 5A301 莊美盈 270 楊惠菁 高駿彬 5S401 王文祥 123 陳勝皇 蘇曉妮 5A501 楊惠菁

5E101 林恩頡 517 蔡昀珊 楊立健 5E201 陳偉新 610 詹惠茹 楊立健 5J301 洪淑娟 504 高銘鈴 鍾文娟 5A401 温家謙 311 李嬿雯 林少文 5J501 蘇曉妮

5E102 詹惠茹 609 沈雅琪 楊立健 5E202 黃華德 609 陳偉新 楊立健 5E301 沈雅琪 510 蔡昀珊 林恩頡 5J401 涂美珠 521 高銘鈴 洪淑娟 5E501 沈雅琪

5O101 彭韻芬 640 黃薇如 涂筱培 5O201 涂筱培 640 黃薇如 陳武鋼 5E302 蔡昀珊 609 沈雅琪 詹惠茹 5E401 楊立健 606 蔡昀珊 吳建興

5O301 黃薇如 660 陳清輝 陳武鋼

職E101 陳偉新 517 楊立健 吳建興 職E201 林恩頡 517 楊立健 吳建興

職L101 蘇秀英 450 古玉幸 吳雪菁 職L201 古玉幸 565 楊立健 吳雪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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