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秋虹 吳婉姿 卓惠君 洪思婕 張韻茹 陳怡晴 彭如玉 黃詩帆

王沛蓉 吳淑君 周育伶 洪桑笛 張麗瑩 陳怡璇 彭莉婷 黃嫈琇

王美任 吳琳宛 周佳綺 洪詩涵 曹英萍 陳玫君 彭筱芬 黃筱婷

王郁彣 吳敬節 周怡姿 胡秀蓮 梁佳琪 陳冠樺 彭筱筑 黃嘉欣

王惠鶯 吳韻亭 周瑜庭 胡雅婷 梁佩儀 陳彥樺 曾育玲 黃嘉琪

王維媛 呂宜庭 周慕婷 范秀雯 莊美玲 陳思蓉 曾欣儀 黃麗鶯

王燕秋 呂欣潔 林　涓 唐美娟 莊惠雯 陳映佐 曾莉雅 黃瓈可

丘瑞伶 呂家騫 林　說 孫瑛(殁) 莊惠雯 陳羿姘 游元絜 楊佳臻

古雅婷 李玉梅 林巧雯 孫彩卿 莊誼凡 陳虹如 游玉娥 楊家華

古麗枝 李妗芩 林芸玨 徐育鈴 許雅晴 陳虹諭 程文欣 楊書柔

田謦詠 李孟書 林恆雯 徐美珍 郭令燕 陳姵婷 程琪雅 楊惠英

白驍馬 李幸雯 林秋吟 徐婉真 郭浴雯 陳庭瑤 辜姵婷 萬馨淳

白馭珀 李明庭 林貞秀 高　嬅 陳　綉 陳婉如 馮美英 董涵君

朱少君 李姿瑩 林香如 高幸利 陳心珍 陳淑萍 黃世芳 詹仲廉

江佩欣 李素綾 林紋玲 高慧珊 陳月盈 陳詩盈 黃玉玲 詹雅玲

江美儀 李健美 林雅涵 康家儀 陳玉珍(大) 陳鈺芬 黃秀智 廖芝瑩

江穎麗 李健萍 林翠容 張春梅 陳玉珍(小) 陳嘉琪 黃芝琳 廖思堯

何佳穎 李敏華 林慧絮 張桂卿 陳玉燕 陳曉莉 黃姿綾 廖淑惠

何宜勳 李淑娟 林憲惠 張惠娟 陳守紅 陳曉歡 黃美菁 廖慧君

余佳璇 李憶霞 林曉慧 張雅嵐 陳依君 陳韻帆 黃淑娟 趙華晴

吳宜倫 李黛安 邱翌如 張雅筑 陳宜君 陳麗嬌 黃婷娸 劉玉卿

吳宜真 李瓊雯 邱鈺燕 張琬淳 陳宜玲 陳儷今 黃雯玲 劉秀鶯

吳芳茜 李麗玲 姜凱心 張嘉玲 易少榛 劉黛蓉 鍾佳諭 黃恩琦

吳毓倫 李麗珍 林純妤 林盈君 江昕珉 俞俐安 許珮筠 吳玓蓉

溫淑苓 徐秀玉 蔡　閔 曾育玲 簡惠心 朱偵瑜 彭若琳 蔡宜廷

戴資穎 楊凌華 吳少艾 黃欣惠 高　寧 陳怡靜 楊家華 僧慧酈

高婕文 戴靖潔 余芊慧 陳　瑩 陳百柔 楊琇惟 陳慧真 劉佳琪

劉淑芝 黃紫音 賴　足 潘光敏 謝家和 潘麗雅 謝惠嫺 劉怡君

劉筱柔 謝沛蓁 賴微亞 蔣瓊鈴 謝瓊敏 蔡文心 簡佑真 蔡佩玲

蔡春子 謝明純 蔡惠媖 簡秀凌 蔡慧敏 簡佳裕 蔡憶雯 簡怡意

鄭小霏 簡秀羽 鄭珮如 顏美枝 鄭婉慧 魏竺苹 鄭淑仁 羅玉枝

鄭筱澐 簡毓瑾 鄭韶婕 蘇佩君 鄧道君 蘇致萱 蕭智君 蘇筱婷

賴佳玟 蘇沛容 李邡瑀 温淑苓 帥佩伶 張鈺雪 蘇軒婧 吳宛玲

謝郁芃 龔雅慈 吳映潔 李瑋慈 游旻儒 盧怡君 簡蘭蘋 陳婷儀

陳思妤 吳秀婷 程郁捷 宋碩芸 簡　潔 陳萱容 僧慧君 陳昭蓉

劉淑卿 黃正瑜 許子妤 陳肅諭 張雅涵 施依竺 陳慧穎 鐘佳珍

陳祐如 李佳馨 柯怡汝 蘇湘玲 劉秀玉 蕭玉旻 溫晧昀 葉瀞雅

張莘平 張育甄 黃鈺婷 梁庭瑜 林書羽 林欣儀 張淨惠 張莘恬

鍾卉麗 陳莉晴

102年第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江亞恩 賴怡婷 周士君 王妍又 陳菀婷 林琬清 林筱閔

103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胡绫芳 洪毅婷 李旻璇 葉芝妤 陳煊渝 楊景惇 溫婷如

許玟琪 傅羽桐 劉怡婷 戴暐玲 葉容慈 張兆寧 林郁庭

104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劉曦霞 陳姿允 林湘緹 江亞庭 趙品淇 李芷蓁 謝沛珊

林芝昀 黃映瑄 彭莉庭 蔡念岑 陳湘婷 潘姿瑾 蔡欣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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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謝羽盈 王筠竺 鍾玉鳳 李子晴 鄧淳薰 張育瑄 張雯媛

葉思柔 游  婕 林思雲 劉巧芸 吳俞辰 梁家溦 鄭育沛

106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洪恩慈 江品悅 陳宥綺 何欣諭 陳姵佑 李怡靜 林家戎

郭晏綺 邱品蒨 陳俐 莊紫紝 鍾侃妤 汪郁喬 羅錦雯

107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黃瀞平 許子羚 楊育綺 張彥葶 曾郁棋 邱可柔 黃依恩

楊穎琦 謝心瑜 夏禎旎 林瑋潔 簡思榕 楊宜薰 娥斯勒柏.達古拉外

108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蔡欣蓓 董秋彤 郭子綺 王思敏 魏婉亦 劉子熙 羅珮慈

黃芊慈 黃宥薰 沈彥汝 簡綵琳 孫妏沛 吳孟真 賴子彧

江依樺 林芷均 賴慶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