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備註

A001 陳○任 惠文國小

A002 李○妦 苗栗縣客庄國小

A003 曾○ 苗栗縣蕉埔國小

A004 楊○鈞 苗栗縣客庄國小

A005 蘇○伊 西區大同國小

A006 蘇○羽 忠孝國小

A007 梁○翔 台北市文化國小

A008 鄭○翔 苗栗縣客庄國小

A009 江○鈺 僑信國小

A010 梁○謀 大里國小

A011 趙○涵 新北市廣福國小 取消報名

A012 黃○容 雲林縣公誠國小

A013 陳○宇 新北市廣福國小

A014 孫○翔 龍泉國小

A015 王○涵 油廠國小

A016 張○玟 龍泉國小

A017 劉○甄 龍泉國小

A018 紀○安 龍泉國小

A019 紀○安 龍泉國小 重複報名

A020 莊○琁 台中市清水國小

A021 童○皓 台中市龍泉國小

A022 劉○睿 南投縣立南光國小

A023 張○煊 雲林縣安慶國小

A024 陳○妮 台中市太平國小

A025 顏○修 高雄市忠孝國小

A026 曾○潔 雲林縣中正國小

A027 吳○文 嘉義縣民雄國小

A028 李○珊 龍泉國小

A029 顏○巧 民族國小

A030 邵○晴 雲林縣文安國小

A031 王○評 高雄市路竹國小

A032 李○騰 雲林縣安慶國小

A033 黃○閎 立仁國小

A034 張○毅 立仁國小

A035 卓○欣 台中市外埔國小

A036 李○潔 台中市西寧國小

A037 蔡○辰 高雄市梓官國小

A038 曾○韶 台中市外埔國小

A039 張○哲 壽天國小 取消報名

A040 邵○晴 雲林縣文安國小 重複報名

A041 林○崲 石榴國小



A042 蔡○蔚 雲林縣元長國小

A043 邱○凱 臺南市東光國小

A044 洪○愷 惠文國小

A045 鄭○晴 東山國小

A046 洪○宸 臺中市惠來國小

A047 黃○勻 彰化縣員林國小 取消報名

A048 洪○愷 惠文國小 重複報名

A049 黃○翔 斗六市鎮東國小

A050 張○辰 彰化縣靜修國小

A051 鄭○ 苗栗縣後龍國小

A052 陳○瑜 台北薇閣小學 取消報名

A053 葉○禎 大甲國小

A054 張○宜 雲林縣公誠國小

A055 廖○默 桃園市南崁國小

A056 詹○有 彰化縣永靖國小

A057 詹○蓉 永靖國小附設幼兒園

A058 周○穎 彰化縣靜修國小

A059 洪○翰 高雄市鳳西國小

A060 陳○祐 高雄市東光國小

A061 楊○竣 忠明國小 取消報名

A062 陳○昇 彰化縣永靖國小

A063 林○淞 台中市大肚國小

A064 周○誼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65 周○誼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66 吳○陞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67 曾○鈞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68 曾○銓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69 洪○蓁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70 童○倪 龍泉國小

A071 吳○穎 敦和國小

A072 謝○語 龍峰國小

A073 黃○毅 惠文國小

A074 吳○綺 嘉義縣民雄國小

A075 吳○德 南投縣康壽國小

A076 吳○霖 龍井國小

A077 許○澤 美濃國小

A078 林○言 美濃國小

A079 劉○彤 美濃國小

A080 游○茵 靜修國小

A081 卓○紳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82 林○鈊 潭子國小

A083 高○涵 臺中市東山國小



A084 陳○愷 台中市龍津國小

A085 尹○玄 桃園市山豐國小

A086 許○韻 新北市溪洲國小

A087 呂○鴻 新興國小 取消報名

A088 趙○伊 台中市立人國小

A089 林○均 雲林縣公誠國小

A090 謝○宇 嘉義市林森國小

A091 柯○辰 彰化縣民生國小

A092 劉○沚 桃園市仁和國小

A093 吳○錩 台中市永安國小

A094 黃○勻 彰化縣員林國小

A095 林○玹 靜修國小

A096 黃○棋 潛龍國小

A097 林○葳 公正國小

A098 洪○媺 寶成國小 取消報名

A099 黃○豪 莿桐國小

A100 游○鈞 螺陽國小

A101 張○悅 高雄市嘉興國小

A102 劉○廷 建國國小

A103 林○伃 臺中市仁愛國小

A104 謝○璇 成城國小

A105 陸○軒 臺中市東山國小

A106 王○庭 臺中市東山國小

A107 陳○彤 新泰國小

A108 黃○芹 新北市廣福國小

A109 陳○凡 台中市北勢國小

A110 簡○孜 新北市新泰國小

A111 游○頤 彰化縣二林國小

A112 游○頤 彰化縣二林國小 重複報名

A113 李○侖 彰化縣永靖國小

A114 何○誼 長安國小

A115 李○瑄 南光國小

A116 洪○德 南光國小

A117 陳○宇 新北市安和國小

A118 南○薰 僑忠國小

A119 陳○宇 南陽國小

A120 黃○澄 光華國小

A121 朱○慈 公誠國小

A122 楊○安 台中南陽國小

A123 洪○竣 炎峰國小

A124 郭○凱 惠文國中小

A125 莊○禾 高雄市橋頭國小



A126 顏○融 高雄市福山國小

A127 郭○華 台北市國語實小

A128 蕭○銘 公誠國小

A129 張○綺 台中文心國小

A130 王○右 彰化縣永靖國小

A131 許○軒 台中市新光國小

A132 吳○霖 北勢國小

A133 范○誠 新竹縣大同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