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地址 學校
106-2-1 二年級組 李O妍 新北市 淡水國小
106-2-2 二年級組 何O蓁 臺中市 大肚國小
106-2-3 二年級組 蔡O峪 臺中市 潭陽國小
106-2-4 二年級組 陳O志 臺中市 烏日國小
106-2-5 二年級組 李O蓁 新竹縣 新社國小
106-2-6 二年級組 李O涔 臺中市 上石國小
106-2-7 二年級組 劉O榕 臺中市 豐原國小
106-2-8 二年級組 楊O晴 臺北市 金華國小
106-2-9 二年級組 游O盈 臺中市 大里國小
106-2-10 二年級組 蔡O閎 桃園市 仁和國小
106-2-11 二年級組 謝O紘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2-12 二年級組 羅O涵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2-13 二年級組 陳O妍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2-14 二年級組 陳O勳 桃園市 同安國小
106-2-15 二年級組 林O甯 臺南市 復興國小
106-2-16 二年級組 江O佑 臺中市 仁美國小
106-2-17 二年級組 林O燁 臺中市 瑞井國小
106-2-18 二年級組 王O程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2-19 二年級組 林O妤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2-20 二年級組 彭O庭 桃園市 光明國小
106-2-21 二年級組 吳O庭 臺中市 塗城國小
106-2-22 二年級組 江O賢 臺中市 大肚國小
106-2-23 二年級組 高O馨 臺中市 大甲國小
106-2-24 二年級組 林O萱 南投縣 碧峰國小
106-2-25 二年級組 吳O芃 臺中市 篤行國小
106-2-26 二年級組 蔡O綸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2-27 二年級組 黃O賦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2-28 二年級組 陳O恩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2-29 二年級組 顏O綾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
106-2-30 二年級組 李O溱 臺中市 外埔國小
106-2-31 二年級組 蘇O琪 高雄市 復安國小
106-2-32 二年級組 陳O彤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2-33 二年級組 陳O頤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2-34 二年級組 廖O昇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2-35 二年級組 江O浩 臺中市 石角國小
106-2-36 二年級組 林O涵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2-37 二年級組 江O欣 臺中市 潭陽國小
106-2-38 二年級組 劉O軒 基隆市 信義國小
106-2-39 二年級組 張O元 彰化縣 僑信國小
106-2-40 二年級組 莊O萱 臺中市 大元國小
106-2-41 二年級組 李O恩 臺北市 葫蘆國小
106-2-42 二年級組 林O兆 臺中市 社口國小
106-2-43 二年級組 陳O羽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06-2-44 二年級組 陳O均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
106-2-45 二年級組 魏O岑 彰化市 平和國小
106-2-46 二年級組 林O均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2-47 二年級組 李O聿 臺中市 豐村國小
106-2-48 二年級組 高O榆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2-49 二年級組 陳O蓁 南投縣 草屯國小
106-2-50 二年級組 鄭O慶 臺中市 烏日國小
106-2-51 二年級組 張O睿 臺中市 三和國小
106-2-52 二年級組 李O甯 臺北市 內湖國小
106-2-53 二年級組 何O鳳 南投縣 草屯國小
106-2-54 二年級組 呂O瞳 臺中市 文雅國小
106-2-55 二年級組 鄭O玲 屏東縣 來義國小
106-2-56 二年級組 張O榆 臺中市 內埔國小
106-2-57 二年級組 許O畯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2-58 二年級組 林O庭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06-2-59 二年級組 潘O萱 南投縣 草屯國小
106-2-60 二年級組 楊O宜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2-61 二年級組 黃O崴 臺中市 福陽國小
106-2-62 二年級組 陳O潁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06-2-63 二年級組 徐O馹 臺中市 新成國小
106-2-64 二年級組 洪O婷 彰化縣 民權國小
106-2-65 二年級組 陳O雯 高雄市 蔡文國小
106-2-66 二年級組 蕭O苓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2-67 二年級組 謝O淇 南投縣 炎峰國小
106-2-68 二年級組 洪O進 南投縣 草屯國小
106-2-69 二年級組 韓O琪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2-70 二年級組 張O涵 臺中市 華盛頓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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