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康 楊智勛 袁尚德 邱昱翔 蔡孟叡 許家銘 王翔羿  廖冠皓

丁孔茗 吳俊笙 林志鴻 邱憲祥 高錦勝 陳　功 陳鴻章 黃鋒銘

丁至誠 吳俊緯 林育城 金聖明 常家豪 陳　鋒 陳瓊豐 塗光樟

尤志偉 吳昶潤 林佳葳 金聖源 張文松 陳中仁 彭文彬 楊文昌

方介民 吳哲文 林宗貴 侯賢哲(殁) 張世沛 陳元鼎 彭國緯 楊仕政

方志宇 吳清雄 林宗翰 姜金明 張世穎 陳文凱 曾冠一 楊坤明

方耀霆 呂子平 林怡男 姜金龍 張政雄 陳文雄 曾敏豪 楊東霖

王旭隆 呂杰陽 林明宏 施    羽 張家昌 陳文豐 曾敬中 楊智宇

王志全 呂欣儫 林亮君 施貴鈞 張啟煌 陳月盈 曾學智 楊政宗

王俊杰 呂建彰 林冠宏 施錦標 張啟裕 陳火川 曾鍾霖 楊政信

王俊政 呂豐傑 林威震 柯志明 張凱量 陳永坦 游滄益 楊政順

王建煌 宋台鴻(殁) 林士凱 洪文藝 張勝凱 陳永銘 程文得 楊家豪

王建銘 宋壽鵬 林建州 洪明賢 張崴豪 陳宇昌 程永泉 楊富雄

王彥邦 李仁淵 林建辰 洪欣正 張敦翔 陳宇洋 程俊達 楊新立

王政義 李佳原 林彥睿 洪國榮 張景翔 陳守紅 程峻彥 楊穎昌

王胤德 李其儒 林政偉 洪繹勝 張智龍 陳羽安 程鉑軒 楊聰豐

王家閔 李奇霖 林洪緒 紀世清 張進德 陳伯維 程嘉彥 楊鴻文

王勝男 李忠彥 林羿志 紀宏明 張達銘 陳宏城 童照麟 葛新銘

王翔儒 李承晏 林哲正 胡崇賢 張嘉紘 陳宏嘉 馮宏雲 董盛合

王義傑 李明倫 林家弘
范姜明

盛
張豐進 陳宏麟 馮啟華 詹益杰

王裕元 李明翰 林峻永
范姜嘉

銘
張獻文 陳志一 黃世忠 賈逸倫

王嘉成 李松遠 林祐瑯 范嘉和 梁慶玉 陳志豪 黃全成 廖世燊

王鶴勳 李建緯 林祐賢 孫炳賢 莊清文 陳汶彬 黃良恩 廖志乾

古雅婷 李柏蒼 林紋玲 徐正春 莊勝坤 陳秉民 黃青松 廖宜信

古達明 李振瑋 林偉翔 徐正浩 莊進德 陳俊吉 黃信華 廖俊義

司聖文 李訓能 林國欽 徐國峰 許子淵 陳俊男 黃南超 廖晟勳

甘榮益 李勝木 林清安 許仁豪 陳俊德 黃建通 薛軒億 洪崑傑

石文元 李皓軒 邱竣暐 許志明 陳柏雄 黃建彰 謝孟宏 簡佑修

朱宏鈞 李順福 邵北海 許律民 陳英豪 黃建融 游庚錡  陳瓊峰

朱漢晝 林三益 邱明安 許玴誠 陳昶昇 黃祈精 簡佑旬 鐘炙育

江宏立 李維仁 林貴清 徐紹文 許能讓 陳能展 黃偉祺 廖偉成

江嘉峵 吳霽軒 林志諺 呂佳彬 洪金土 蘇致豪 劉智集 梁睿緯

何文明 李謀周 林源錪 徐貴霖 連建勝 陳能彪 黃偉誠 廖偉喆

何立民 石東山 林溪水 徐進權 連家瑩 陳唯誠 黃國城 廖國茂

何威德 程柏偉 林瑞獻 徐慶錚 連惟昱 陳景威 黃國清 廖國華

余燾任 杜東昇 林萬宗 翁文峰 郭廷豪 陳森榮 黃博翊 廖敏峻

吳永潤 周天成 林維冠 翁榮坤 郭其義 陳欽賢 黃景良 廖連昇

吳再薪 周旺俊 林學信 翁榮裕 郭俊廷 陳欽興 黃聖軒 廖焜福

吳明修 周財勝 林瓊治 馬文山 郭建宏 陳塭池 黃語德(殁) 廖灧村

吳信念 周義家 林建安 高圳智 郭煥文 陳煌旻 羅貫中 趙椿根

許家銘 蔡佳霖 鄭景鴻 潘承延 簡劭樺 謝宗憲 吳毓倫 劉漢嘉

陸幸榮 林家翾 楊智傑 張贊鎧 黃柏睿 林家佑 劉宇軒 廖俊傑

趙聰福 蔡岱原 鄭智恭 楊鈞翔 蕭承汶 謝家和 蘇乙軒 劉德智

趙宸紳 蔡明偉 鄭賀珍 蔡克森 蕭堅財 謝裕興 蘇文宏 鄭浩宇

劉宇翔 蔡家和 曹硯勛 蔡佳欣 蕭啟輝 謝豐澤 蘇志明 鄭富寶

劉佳城 蔡淯任 鄧世華 廖文彥 蕭博仁 鍾佳珍 蘇琮筆 蕭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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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治倫 鄭文僑 盧文輝 詹浩誠 蕭智仁 鍾坤祐 蘇義能 蕭向鈞

劉建良 鄭任佑 盧正崇 謝宗仁 賴育淇 鍾宗烈 蘇榮立 魏俊義

劉彥男 鄭任知 盧俊邦 簡春生 賴冠成 鍾炙育 饒智凱 魏雲詠

劉家宏 鄭東豐 盧紀遠 顏生印 賴冠宏 韓光榮 龔孟弦 陳庭軒

劉恩宏 鄭哲仁 盧進輝 顏宏達 賴建誠 簡如盛 涂凱勝  鄭宇琪

馮勝杰 張勝凱 王星文 吳牧熹  林育德  謝秉軒 陳志威 李茂賢

蘇敬恆 黃主恩 潘家祥 盧敬堯 洪崑傑 王子維 林家豪 萬佳鑫

張彥霆 蔡政翎 廖家佑 許耀文 盧永婕 呂家弘 巫孝霖 王齊麟

李哲輝 郭泰億 余俊賢 賴又華 蕭立烜 廖啟宏 張課琦 廖宜亮

楊博涵 楊易祥 許瑞廷 歐陽群 洪英源 魏真平 商桐榞 黃志瑋

黃景賢 劉英雄 賴榮昌 田子傑 沈奕良

102年第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楊勝傑 李軒名 郭柏呈 李洋 江聿偉 劉韋辰 徐維濱

103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陳俊維 羅濟瑜 洪俊中 吳沅錚 李佳翰 陳伯政 高亞倫 張鈞皓

張恩嘉 陳建佑 郭景弘 柏禮維 楊明哲 巫旼璋

104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劉韋奇 戚又仁 黃琨雄 林上凱 陳  緯 楊博軒 盧金松 盧  震

梁華竣 甘超宇 胡翊凡 簡宏儒 許振揚 林聖傑

105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李佳豪 陳俊成 黃玉又 李芳任 李芳至 林見叡 蔡嘉祐 潘培綝

林俊易 陳紀廷 陳孝承 李紘銘 林鈺峰 張瑄文

106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陳彥準 洪錦義 黃大維 林永晟 陳信遠 徐毓傑 田 暘 蘇力瑋

羅國訓 蘇力揚 游盛博 唐凱威 張瀞元 葉宏蔚

107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黃品銜 李儼育 陳敬崴 林煜傑 陳柏丞 洪梓瑋 溫勝凱 楊駿献

楊洋 廖品瑒 廖倬甫 呂植惟 鄭凱文 梁峻評

108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林冠廷 王柏崴 江冠麟 吳冠勳 魏俊緯 蕭敦誠 賴建良 蘇柏瑋

張瀞升 蔡傑皓 王新景 江建葦 廖晁邦 楊閔傑 莊樸生 盧明哲

邱相榤

許喆宇 黃郁豈 謝成東 萬豐誠 張紡琦 陳子睿 林秉緯 趙磊

張昊曌 蔡欣諺 郭冠麟 吳丞恩 盧煒璿 李韋頡 陳勝發 羅景謙

陳政寬 吳軒毅 王子傑 邱鎰予

郭立群 詹宗翰 張士杰 楊竣丞 劉廣珩 陳崇瑋 陳雨桐 魏道豪

李佳韋 王凱隆 丁彥宸 蔡承翰 黃鈺 胡佑齊 張凱翔 曾秉強

余羽 侯思維 蔡富丞 賴柏佑 

林育丞 趙晨勛 李宗叡 田哲華 白宗翰 陳旻鑫 吳興亞 葉植鈞

109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110年第一、二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111年第一次排名賽晉升名單



胡晧翔 黃彥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