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組，共25人

編號 學號 姓名 指導/評分1 評分2

4104064041 郭洺紘

4104064109 廖甲雨

甲2 4104064043 俞穎姿 蔡智強 歐陽彥杰

甲3 4104064102 廖泓學 蔡智強 歐陽彥杰

甲4 4104064104 羅彥鈞 溫志煜 劉宗榮

甲5 4104064130 呂柏辰 溫志煜 劉宗榮

4104064141 蔡秉勳

4104064142 莊雅伊

4104064134 張正一

甲7 4103064014 古晟佑 溫志煜 劉宗榮

4104064025 梁嘉明

4104064026 黃浩然

4104064150 陳敦捷

4104064033 徐若瑜

4104064124 釧有菊

4104064112 陳振維

4104064146 蘇維昱

4104064120 莊昱緯

4104064131 許哲熙

甲12 4104064008 黃毓涵 歐陽彥杰 翁芳標

甲13 4104064014 林易言 歐陽彥杰 翁芳標

4104064111 張淯傑

4104064114 張哲耀

甲組

甲1 蔡智強 歐陽彥杰

甲6 溫志煜 劉宗榮

甲8 翁芳標 歐陽彥杰

甲9 劉宗榮 溫志煜

甲10 劉宗榮 溫志煜

甲11 劉宗榮 溫志煜

甲14 楊谷章 陳後守



4104064016 楊立晨

4104064029 黃予宏

10組，共19人

編號 學號 姓名 指導/評分1 評分2

4104064138 顏玉家

4104064103 張冠廷

4104064128 李沛諭

乙2 4104064137 張琇婷 蔡清池 莊家峰

4104064037 呂丞凱

4104064040 蔡銘宗

4104064007 陳永益

4104064048 劉日榮

4104064042 賴昱翔

乙5 4104064015 廖帝凱 林俊良 陳正倫

4104064012 王建茗

4104064017 賴冠綸

4104064034 陳俊仁

乙7 4103064013 駱泰宇 蘇武昌 陳正倫

4104064031 黃冠瑋

4104064009 黃于衡

4104061045 陳冠銘

4104064122 余企恩

乙10 4104064132 陳宜庭 莊家峰 蔡清池

甲15 陳後守 楊谷章

乙組

乙1 蔡清池 莊家峰

乙3 陳正倫 蘇武昌

乙6 林俊良 陳正倫

乙4 陳正倫 蘇武昌

乙8 莊家峰 蔡清池

乙9 莊家峰 蔡清池



4組，共6人

編號 學號 姓名 指導/評分1 評分2

4104064003 謝威傑 劉漢文

4104064036 徐碩鴻 劉漢文

4104064125 邱嘉浤 劉漢文

丙2 4104061031 陳昭全 賴聰賢 江雨龍

丙3 4104064049 古蘭 江雨龍 裴靜偉

丙4 4104064021 謝昱欣 張書通 裴靜偉 1/10先報

25組，共38人

編號 學號 姓名 指導/評分1 評分2

4104064115 吳家承

4104064148 蔡哲寧

4104064126 孫尉哲

4104064117 蔡宜庭

丁3 4104064101 蕭毓寬 吳崇賓 黃穎聰

4104064116 陳冠靜

4104054020 李昀

丁5 4104064002 許仁瑋 江衍忠 楊清淵

丁6 4104064010 陳亭宇 江衍忠 楊清淵

丁7 4104033120 潘映彤 江衍忠 楊清淵

丁8 4104064121 吳忠軒 江衍忠 楊清淵

丁9 4104064139 王祥宇 江衍忠 楊清淵

丁10 4104064030 陳重佑 楊清淵 江衍忠

丙組

丙1 賴聰賢

丁組

丁1 賴永康 吳崇賓

丁2 吳崇賓 黃穎聰

丁4 吳崇賓 黃穎聰



4104064011 蕭誠利

4104064133 許家銘

4104064035 施學毅

4104064038 徐溢恩

4104064013 高致浩

4104064145 許庭瑋

4104064110 陳敬堯

4104064113 吳柏璉

4104053112 黃昱維

4104064129 王鼎元

丁15 4104064119 林佳正 張振豪 林泓均

丁16 4104064135 陳柏源 張振豪 林泓均

丁17 4104064028 連泓翰 張振豪 林泓均

丁18 4104064046 吳獻恩 張振豪 林泓均

丁19 4104064053 張家鏵 張振豪 林泓均

4104064005 呂建緯

4104064047 彭星元

4104064032 高建凱

4104064039 徐瑋志

4104064044 葉家宜

4104064045 曾冠瑜

丁23 4104064108 陳瑋廷 黃穎聰 吳崇賓

丁24 4103064143 陳玠伯 黃穎聰 吳崇賓

4104064019 李晨弘

4104064020 張家碩

丁11 楊清淵 江衍忠

丁12 林泓均 吳崇賓

丁13 林泓均 吳崇賓

丁14 林泓均 吳崇賓

丁20 范志鵬 黃穎聰

丁21 范志鵬 黃穎聰

丁22 范志鵬 黃穎聰

丁25 黃穎聰 吳崇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