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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6-107 社會組 曾子云 2016-11-18-225 學生組 吳佳蓉 2016-11-07-54 學生組 廖妤惠 2016-11-17-169 學生組 林育澤 2016-09-25-15 學生組 onehower

2016-11-14-76 社會組 黃薰慧 2016-11-18-306 學生組 彭瑋晴 2016-11-06-50 學生組 施宇謙 2016-11-16-109 學生組 褚文誠 2016-11-15-88 學生組 annie

2016-11-14-82 社會組 張文馨 2016-11-18-304 學生組 邱婷筠 2016-11-03-48 學生組 黃望予暄 2016-11-11-64 學生組 王瑜 2016-11-17-202 學生組 嘉弦

2016-11-18-277 社會組 洪化儀 2016-11-12-73 學生組 林聖濠 2016-10-16-35 學生組 陳怡晴 2016-11-11-65 學生組 林渙騰 2016-11-06-49 學生組 judylee0428

2016-11-14-80 社會組 彭琬婷 2016-11-18-216 學生組 廖婕芸 2016-11-17-150 學生組 李宜庭 2016-11-17-144 學生組 洪新雅 2016-11-17-156 學生組 張善鈞

2016-11-15-87 社會組 葉昭漢 2016-11-17-193 學生組 尤姿穎 2016-11-18-226 學生組 劉家銘 2016-11-18-208 學生組 楊凱婷 2016-11-15-90 學生組 韓尚晏

2016-11-09-58 社會組 梁紫祺 2016-11-17-203 學生組 沈昱萍 2016-11-18-228 學生組 杜政杰 2016-11-14-78 學生組 林姿妤 2016-11-18-215 學生組 黃望予暄

2016-11-17-171 社會組 林子晴 2016-11-15-94 學生組 鍾艾庭 2016-11-17-175 學生組 曾譯萩 2016-11-09-60 學生組 趙禹媗 2016-11-18-223 學生組 陶一涵

2016-10-10-23 社會組 王麗荃 2016-11-18-252 學生組 黃子砡 2016-11-18-285 學生組 Moru 2016-11-18-307 學生組 張瀞文 2016-11-18-240 學生組 洪凱寧

2016-11-14-79 社會組 鄭含真 2016-11-15-86 學生組 李玄宗 2016-11-18-299 學生組 張馨方 2016-11-18-219 學生組 黃秋萍 2016-11-18-297 學生組 張心諳

2016-11-18-233 社會組 鄭雅涵 2016-11-17-177 學生組 陳家誠 2016-10-07-19 學生組 汪筠丰 2016-11-18-253 學生組 魚啊 2016-11-11-69 學生組 鄭伊淳

2016-11-18-236 社會組 黃貞毓 2016-11-15-91 學生組 高筱媛 2016-11-18-330 學生組 賴家君 2016-11-18-255 學生組 舒欣怡 2016-11-09-59 學生組 蘇湘琪

2016-11-18-265 社會組 洪化儀 2016-11-11-67 學生組 黃建叡 2016-11-17-172 學生組 林俊城 2016-11-18-256 學生組 龔緯詰 2016-11-07-55 學生組 簡孟君

2016-11-15-89 社會組 張筱汶 2016-11-17-159 學生組 曹子捷 2016-11-17-194 學生組 陳維軒 2016-11-18-300 學生組 馬慈蓮 2016-10-23-40 學生組 lincy31

2016-11-10-61 社會組 王偉傑 2016-11-18-212 學生組 陳欣宜 2016-11-18-271 學生組 李亮儀 2016-11-18-305 學生組 羅苡庭 2016-10-15-33 學生組 李文娟

2016-09-12-3 社會組 鄭瑜婷 2016-11-16-140 學生組 吳炫澤 2016-11-18-289 學生組 張宏齊2 2016-11-18-314 學生組 張詩嬛 2016-11-17-165 學生組 廖卉敏

2016-11-18-211 社會組 葉怡君 2016-11-17-143 學生組 楊瑞月 2016-11-18-250 學生組 李柔姍 2016-11-17-145 學生組 滕心悅

2016-10-12-29 社會組 涂以稜 2016-11-16-104 學生組 朱涵溱 2016-11-18-258 學生組 沁櫻 2016-11-17-199 學生組 吳海霞

2016-11-17-191 社會組 胡宇惠 2016-11-18-214 學生組 黃望予暄 2016-11-18-310 學生組 許雅雄 2016-11-16-102 學生組 熠茹

2016-11-17-149 社會組 陳仁昌 2016-11-18-238 學生組 張心諳 2016-11-17-152 學生組 陳映庭 2016-11-16-106 學生組 唐恆立

2016-11-18-239 學生組 黃信 2016-11-17-161 學生組 Helayna 2016-11-16-110 學生組 江家汶

2016-11-18-242 學生組 洪凱寧 2016-11-17-179 學生組 陳映佳 2016-11-16-116 學生組 zoeyxie

2016-11-18-283 學生組 陳彥瑾 2016-11-17-183 學生組 吳佩宜 2016-11-16-123 學生組 PJChen

2016-11-18-292 學生組 張心諳 2016-11-17-189 學生組 meijiweng 2016-11-16-128 學生組 鍾松霖

2016-11-18-313 學生組 張心諳 2016-11-17-192 學生組 陳暐昕 2016-11-16-130 學生組 黃虹綺

2016-11-18-322 學生組 廖妤惠 2016-11-16-120 學生組 鍾寶儀 2016-11-16-132 學生組 何冠蓉

2016-11-18-327 學生組 柯苡樂 2016-11-15-95 學生組 MaxWu 2016-11-16-134 學生組 思懿

2016-11-17-181 學生組 凃伶姍 2016-11-15-98 學生組 李靜欣 2016-11-15-97 學生組 柯嘉敏

2016-11-17-200 學生組 劉思妤 2016-11-18-302 學生組 劉旅君 2016-11-14-84 學生組 陳婷

2016-11-16-113 學生組 黃信慈 2016-11-16-101 學生組 胖胖珊 2016-11-10-62 學生組 李寬

2016-11-16-126 學生組 洪凱寧 2016-11-16-142 學生組 蔡昆政 2016-10-13-30 學生組 曾玲

2016-11-16-137 學生組 賴建凱 2016-11-18-207 學生組 蔡竹茵 2016-10-10-24 學生組 陳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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