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地址 學校
106-1-1 一年級組 歐O瑜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1-2 一年級組 陳O莘 彰化市 南郭國小
106-1-3 一年級組 楊O殷 彰化縣 湖東國小
106-1-4 一年級組 劉O妤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1-5 一年級組 曾O蓉 彰化市 民生國小
106-1-6 一年級組 柯O恩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7 一年級組 何O軒 雲林縣 永光國小
106-1-8 一年級組 柯O均 臺中市 大墩國小
106-1-9 一年級組 周O芠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10 一年級組 林O宸 臺中市 育仁國小
106-1-11 一年級組 戴O承 南投市 康壽國小
106-1-12 一年級組 莊O媛 彰化縣 湖東國小
106-1-13 一年級組 張O珞 臺中市 育仁國小
106-1-14 一年級組 余O承 彰化縣 溪洲國小
106-1-15 一年級組 廖O緣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16 一年級組 鄭O翔 臺中市 九德國小
106-1-17 一年級組 劉O桓 臺中市 三和國小
106-1-18 一年級組 陳O峻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1-19 一年級組 楊O恩 基隆市 七堵國小
106-1-20 一年級組 蔡O諭 臺中市 鹿峰國小
106-1-21 一年級組 陳O融 臺中市 國安國小
106-1-22 一年級組 王O緯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23 一年級組 陳O如 臺中市 育仁國小
106-1-24 一年級組 王O絨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1-25 一年級組 鄭O 臺中市 北勢國小
106-1-26 一年級組 張O豪 臺中市 龍泉國小
106-1-27 一年級組 羅O碩 臺中市 塗城國小
106-1-28 一年級組 林O嘉 臺中市 建國國小
106-1-29 一年級組 尹O柔 桃園市 南興國小
106-1-30 一年級組 林O臻 臺中市 東寶國小
106-1-31 一年級組 鄭O安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1-32 一年級組 陳O岑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1-33 一年級組 蔡O芸 南投縣 平林國小
106-1-34 一年級組 陳O朋 臺中市 東海國小
106-1-35 一年級組 李O澄 花蓮縣 明義國小
106-1-36 一年級組 劉O婕 臺中市 龍井國小
106-1-37 一年級組 陳O睿 苗栗縣 鶴岡國小
106-1-38 一年級組 范O媛 臺中市 永春國小
106-1-39 一年級組 林O喬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1-40 一年級組 吳O霖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06-1-41 一年級組 丘O延 臺中市 內埔國小
106-1-42 一年級組 林O諺 臺中市 霧峰國小
106-1-43 一年級組 于O平 臺中市 后里國小
106-1-44 一年級組 林O恩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45 一年級組 楊O思 臺中市 上安國小
106-1-46 一年級組 吳O儀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1-47 一年級組 賴O霓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
106-1-48 一年級組 宋O緁 臺中市 岸裡國小
106-1-49 一年級組 張O昕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1-50 一年級組 高O恩 澎湖縣 中興國小
106-1-51 一年級組 謝O錡 彰化縣 永靖國小
106-1-52 一年級組 張O 雲林縣 橋頭國小
106-1-53 一年級組 童O呢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1-54 一年級組 廖O彤 南投市 光華國小
106-1-55 一年級組 楊O宇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06-1-56 一年級組 陳O融 臺中市 四張犁國小
106-1-57 一年級組 胡O棠 彰化縣 南郭國小
106-1-58 一年級組 林O岑 臺中市 六寶國小
106-1-59 一年級組 楊O允 臺中市 樹義國小
106-1-60 一年級組 陳O 臺中市 育仁國小
106-1-61 一年級組 魏O豫 臺中市 陳平國小
106-1-62 一年級組 林O涵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1-63 一年級組 陳O勳 雲林縣 公誠國小
106-1-64 一年級組 張O倢 苗栗縣 頭份國小
106-1-65 一年級組 林O柔 臺中市 豐田國小
106-1-66 一年級組 吳O縉 南投縣 名間國小
106-1-67 一年級組 余O璋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06-1-68 一年級組 蘇O名 金門縣 中正國小
106-1-69 一年級組 羅O祥 臺中市 豐洲國小
106-1-70 一年級組 蔣O寧 金門縣 開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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