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地址 學校
106-6-1 六年級組 蔡O佑 彰化縣 富山國小
106-6-2 六年級組 許O晴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學
106-6-3 六年級組 陳O霖 臺北市 葫蘆國小
106-6-4 六年級組 賴O瑀 臺北市 葫蘆國小
106-6-5 六年級組 胡O綾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6-6 六年級組 賴O晴 臺中市 進德國小
106-6-7 六年級組 許O宇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6-8 六年級組 賴O誠 桃園市 南勢國小
106-6-9 六年級組 許O綾 臺中市 永春國小
106-6-10 六年級組 李O臻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06-6-11 六年級組 黃O勝 臺中市 大雅國小
106-6-12 六年級組 王O婷 臺中市 西寧國小
106-6-13 六年級組 陳O生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6-14 六年級組 范O筑 臺中市 立新國小
106-6-15 六年級組 林O妃 高雄市 林園國小
106-6-16 六年級組 蕭O霖 屏東縣 東隆國小
106-6-17 六年級組 陳O同 雲林縣 立仁國小
106-6-18 六年級組 莊O潔 臺南市 南科國小
106-6-19 六年級組 陳O謙 彰化縣 民生國小
106-6-20 六年級組 林O瑩 臺中市 西寧國小
106-6-21 六年級組 蔡O均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6-22 六年級組 黃O 臺中市 弘明國小
106-6-23 六年級組 蔡O珮 臺東市 新生國小
106-6-24 六年級組 張O緯 臺中市 內埔國小
106-6-25 六年級組 方O予 雲林縣 聯美國小
106-6-26 六年級組 林O安 高雄市 林園國小
106-6-27 六年級組 蔡O辰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6-28 六年級組 陳O今 澎湖縣 馬公國小
106-6-29 六年級組 陳O妤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6-30 六年級組 李O帆 臺中市 清水國小
106-6-31 六年級組 許O歆 南投縣 普台國小
106-6-32 六年級組 鄭O倢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6-33 六年級組 陳O騫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6-34 六年級組 陳O璇 臺中市 瑞城國小
106-6-35 六年級組 陳O妍 彰化縣 民生國小
106-6-36 六年級組 陳O蕾 南投縣 名間國小
106-6-37 六年級組 林O佑 臺中市 豐村國小
106-6-38 六年級組 李O璇 臺南市 寶仁國小
106-6-39 六年級組 盂O庭 臺中市 文心國小
106-6-40 六年級組 甘O筠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06-6-41 六年級組 林O宏 臺中市 大安國小
106-6-42 六年級組 簡O鈞 南投縣 炎峰國小
106-6-43 六年級組 蕭O竣 彰化縣 僑信國小
106-6-44 六年級組 林O琪 臺中市 塗城國小
106-6-45 六年級組 蔡O均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6-46 六年級組 王O潔 新北市 淡水國小
106-6-47 六年級組 楊O語 臺南市 東光國小
106-6-48 六年級組 卓O岳 臺中市 外埔國小
106-6-49 六年級組 吳O阡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6-50 六年級組 紀O彤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6-51 六年級組 林O庭 南投縣 草屯國小
106-6-52 六年級組 葉O豪 苗栗縣 頭份國小
106-6-53 六年級組 呂O緯 金門縣 柏村國小
106-6-54 六年級組 陳O傑 臺中市 順天國小
106-6-55 六年級組 郭O妤 臺中市 岸裡國小
106-6-56 六年級組 張O寧 臺北市 中正國小
106-6-57 六年級組 邱O毅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06-6-58 六年級組 蔡O叡 澎湖縣 中正國小
106-6-59 六年級組 陳O雯 臺中市 沙鹿國小
106-6-60 六年級組 黃O翔 臺中市 龍井國小
106-6-61 六年級組 張O臻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06-6-62 六年級組 呂O雅 桃園市 光明國小
106-6-63 六年級組 陳O睿 臺中市 進德國小
106-6-64 六年級組 邱O澤 苗栗縣 頭份國小
106-6-65 六年級組 陳O安 澎湖縣 隘門國小
106-6-66 六年級組 繆O穎 臺中市 西寧國小
106-6-67 六年級組 林O真 臺中市 大勇國小
106-6-68 六年級組 呂O瑉 彰化縣 好修國小
106-6-69 六年級組 鄭O阡 金門縣 柏村國小
106-6-70 六年級組 陳O臻 臺中市 大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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