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地址 學校
106-3-1 三年級組 劉O鴻 臺中市 永隆國小
106-3-2 三年級組 李O寧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3-3 三年級組 江O嫻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3-4 三年級組 王O溱 雲林縣 橋頭國小
106-3-5 三年級組 朱O華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3-6 三年級組 賴O齊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3-7 三年級組 林O廷 臺中市 東園國小
106-3-8 三年級組 王O歆 臺中市 大新國小
106-3-9 三年級組 楊O璇 金門縣 湖埔國小
106-3-10 三年級組 何O榤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3-11 三年級組 陳O呈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3-12 三年級組 許O綺 臺中市 忠孝國小
106-3-13 三年級組 陳O安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3-14 三年級組 謝O汝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3-15 三年級組 廖O安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3-16 三年級組 鍾O棻 臺中市 崇光國小
106-3-17 三年級組 饒O睿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3-18 三年級組 童O佑 臺中市 東寶國小
106-3-19 三年級組 黃O忻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3-20 三年級組 李O宇 臺中市 文昌國小
106-3-21 三年級組 顏O安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06-3-22 三年級組 洪O妤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06-3-23 三年級組 鍾O言 嘉義市 崇文國小
106-3-24 三年級組 林O澤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3-25 三年級組 江O溱 臺中市 大新國小
106-3-26 三年級組 歐O蓁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3-27 三年級組 林O恩 臺中市 大元國小
106-3-28 三年級組 彭O鈞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3-29 三年級組 周O絜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3-30 三年級組 陳O溱 臺中市 竹林國小
106-3-31 三年級組 廖O泓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3-32 三年級組 吳O甫 臺中市 上石國小
106-3-33 三年級組 廖O妤 臺中市 立新國小
106-3-34 三年級組 陳O安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3-35 三年級組 戴O閎 臺南市 五王國小
106-3-36 三年級組 陳O妃 臺南市 大灣國小
106-3-37 三年級組 施O瑜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3-38 三年級組 陳O喆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3-39 三年級組 陳O欣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3-40 三年級組 陳O睿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3-41 三年級組 陳O儒 彰化市 民生國小
106-3-42 三年級組 卓O瑋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3-43 三年級組 黃O旂 臺中市 樹義國小
106-3-44 三年級組 詹O盈 臺中市 文山國小
106-3-45 三年級組 陳O郁 臺中市 竹林國小
106-3-46 三年級組 楊O林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06-3-47 三年級組 張O瑈 臺中市 豐田國小
106-3-48 三年級組 薛O濬 臺中市 外埔國小
106-3-49 三年級組 劉O恩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3-50 三年級組 蕭O寓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3-51 三年級組 林O喆 臺中市 龍港國小
106-3-52 三年級組 李O蓁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3-53 三年級組 黃O銓 桃園市 慈文國小
106-3-54 三年級組 詹O宸 彰化市 南郭國小
106-3-55 三年級組 林O妤 高雄市 七賢國小
106-3-56 三年級組 林O誠 臺中市 大甲國小
106-3-57 三年級組 鍾O安 臺中市 成功國小
106-3-58 三年級組 劉O萭 嘉義縣 蘭潭國小
106-3-59 三年級組 茆O誠 臺中市 永隆國小
106-3-60 三年級組 朱O庭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3-61 三年級組 李O鴻 彰化縣 和美國小
106-3-62 三年級組 許O愷 雲林縣 安慶國小
106-3-63 三年級組 陳O妤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3-64 三年級組 李O叡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3-65 三年級組 蘇O誼 臺中市 大元國小
106-3-66 三年級組 鄭O冶 雲林縣 公誠國小
106-3-67 三年級組 陳O語 臺中市 信義國小
106-3-68 三年級組 邱O瑜 臺中市 美群國小
106-3-69 三年級組 莊O儀 臺中市 豐原國小
106-3-70 三年級組 阮O琪 臺中市 神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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