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地址 學校
106-5-1 五年級組 魏O畇 臺中市 華盛頓雙語小學
106-5-2 五年級組 林O辰 苗栗縣 頭份國小
106-5-3 五年級組 呂O熹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5-4 五年級組 莊O右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5-5 五年級組 楊O勝 彰化縣 靜修國小
106-5-6 五年級組 周O伃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06-5-7 五年級組 黃O睿 彰化縣 溪州國小
106-5-8 五年級組 林O陞 臺中市 龍泉國小
106-5-9 五年級組 顏O芳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5-10 五年級組 王O軒 臺中市 永安國小
106-5-11 五年級組 陳O祺 龍井區 龍海國小
106-5-12 五年級組 陳O函 彰化縣 二林國小
106-5-13 五年級組 陳O慈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5-14 五年級組 張O鈞 彰化縣 僑信國小
106-5-15 五年級組 陳O承 臺中市 大明國小
106-5-16 五年級組 王O晴 臺中市 永春國小
106-5-17 五年級組 賴O源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5-18 五年級組 郭O愛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5-19 五年級組 蘇O惟 臺中市 賴厝國小
106-5-20 五年級組 陳O豪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5-21 五年級組 陳O銘 臺中市 大里國小
106-5-22 五年級組 谷O芩 臺中市 永隆國小
106-5-23 五年級組 金O芃 臺中市 黎明國小
106-5-24 五年級組 賴O瑄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5-25 五年級組 王O舒 臺中市 宜欣國小
106-5-26 五年級組 王O婷 臺中市 三田國小
106-5-27 五年級組 陳O臨 臺中市 德化國小
106-5-28 五年級組 莊O駿 臺中市 大智國小
106-5-29 五年級組 李O榆 臺南市 勝利國小
106-5-30 五年級組 吳O育 臺中市 新城國小
106-5-31 五年級組 林O安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5-32 五年級組 張O姍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5-33 五年級組 詹O捷 臺中市 大元國小
106-5-34 五年級組 石O勳 臺北市 福德國小
106-5-35 五年級組 范O琳 嘉義市 大同國小
106-5-36 五年級組 李O歆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5-37 五年級組 陳O榆 臺南市 新興國小
106-5-38 五年級組 江O 雲林縣 鎮南國小
106-5-39 五年級組 楊O寧 彰化縣 溪湖國小
106-5-40 五年級組 蘇O安 臺中市 忠明國小
106-5-41 五年級組 陳O諭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5-42 五年級組 鄭O佑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5-43 五年級組 黃O恩 臺中市 西寧國小
106-5-44 五年級組 吳O毅 臺中市 新光國小
106-5-45 五年級組 楊O欣 臺北市 福德國小
106-5-46 五年級組 鄭O佑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5-47 五年級組 趙O曄 基隆市 長興國小
106-5-48 五年級組 陳O妡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5-49 五年級組 黃O勛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5-50 五年級組 蕭O芸 臺中市 惠文國小
106-5-51 五年級組 陳O慧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5-52 五年級組 薛O勻 臺南市 成功國小
106-5-53 五年級組 涂O薰 桃園市 林森國小
106-5-54 五年級組 楊O萓 臺中市 樹義國小
106-5-55 五年級組 李O昇 臺中市 文心國小
106-5-56 五年級組 林O凱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5-57 五年級組 陳O達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5-58 五年級組 許O晴 桃園市 光明國小
106-5-59 五年級組 李O民 臺中市 賴厝國小
106-5-60 五年級組 陳O妤 臺中市 瑞峰國小
106-5-61 五年級組 錢O程 臺中市 吉峰國小
106-5-62 五年級組 陳O薰 臺中市 文昌國小
106-5-63 五年級組 張O馨 臺中市 山陽國小
106-5-64 五年級組 陳O呈 臺中市 臺中國小
106-5-65 五年級組 廖O彤 臺中市 車籠埔國小
106-5-66 五年級組 楊O婷 彰化縣 溪湖國小
106-5-67 五年級組 陳O彤 臺中市 協和國小
106-5-68 五年級組 何O恩 臺中市 大里國小
106-5-69 五年級組 陳O儒 桃園市 同安國小
106-5-70 五年級組 程O筠 臺中市 忠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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