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備註

B001 陳○甄 惠文國小

B002 羅○妤 苗栗縣中正國小

B003 張○鈺 嘉義市大同國小

B004 陳○璋 洛津國小

B005 陳○亨 烏日國小

B006 陳○妏 麻豆國小

B007 江○瑄 僑信國小

B008 張○祐 台中市大里國小

B009 張○禎 台中市大里國小

B010 吳○瑩 大里國小

B011 林○妍 雲林縣公誠國小

B012 林○瀚 台北市薇閣小學

B013 林○澄 台北市薇閣小學

B014 張○誠 龍泉國小

B015 林○辰 雲林縣公誠國小

B016 曹○崴 台中市和平國小

B017 徐○媛 台中市龍泉國小

B018 王○裙 油廠國小

B019 王○禧 油廠國小

B020 徐○瑜 新北市信義國小

B021 劉○瑜 龍泉國小

B022 戴○涵 新北市莒光國小

B023 武○耕 楠陽國小

B024 武○耘 楠陽國小

B025 武○耘 高雄市楠陽國小 重複報名

B026 吳○萱 善化區大成國小

B027 劉○勝 台中市中華國小

B028 童○慈 台中市龍泉國小

B029 湛○婷 彰化縣新民國小

B030 郭○恩 高雄市忠孝國小

B031 蔣○臻 路竹國小

B032 洪○蛟 彰化縣民權國小

B033 鄭○芯 龍泉國小

B034 顏○融 高雄市忠孝國小

B035 賴○妤 龍泉國小

B036 阮○晴 高雄市忠孝國小

B037 陳○吟 苗栗縣海口國小

B038 楊○翊 苗栗縣海口國小

B039 王○慧 高雄市路竹國小

B040 張○淑 台中市龍峰國小

B041 許○勻 嘉義縣民雄國小



B042 楊○瑜 新北市莒光國小

B043 呂○慧 新北市廣福國小

B044 謝○諭 高雄市路竹國小

B045 謝○霓 高雄市路竹國小

B046 卓○岳 台中市外埔國小

B047 陳○丞 褒忠國小

B048 陳○笙 臺中市東山國小

B049 陳○愉 臺中市東山國小

B050 柯○妤 臺中市東山國小

B051 龔○心 屏東後庄國小

B052 龔○心 屏東後庄國小 重複報名

B053 王○薰 臺中市清水國小

B054 蔡○廷 高雄市梓官國小

B055 詹○瑄 彰化縣永靖國小

B056 蔡○鈞 雲林縣元長國小

B057 蕭○倢 雲林縣元長國小

B058 王○筑 瑞興國小 取消報名

B059 林○欣 鳳山區中正國小

B060 紀○燁 台中市龍津國小

B061 葉○宜 大甲國小

B062 陳○姮 彰化縣三潭國小

B063 黃○檥 鹿港國小

B064 詹○纓 彰化縣永靖國小

B065 張○甫 雲林縣安慶國小

B066 陳○妡 潭子國小

B067 陳○諺 華盛頓雙語小學

B068 蘇○皓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69 林○樺 龍泉國小

B070 蔡○峯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1 許○涵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2 盧○岑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3 蔡○安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4 劉○褆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5 邱○晴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6 林○樺 龍泉國民小學

B077 賴○宇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8 何○哲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79 蘇○皓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80 吳○翰 敦和國小

B081 吳○翰 敦和國小 重複報名

B082 劉○妤 台中市大肚國小

B083 劉○章 員林靜修國小



B084 陳○穎 大里區大里國小

B085 陳○羲 靜修國小

B086 張○瑜 台中市東寶國小

B087 吳○璇 嘉義縣民雄國小

B088 李○堯 美濃國小

B089 李○威 美濃國小

B090 曾○銘 美濃國小

B091 王○睿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92 洪○彬 台中市永安國小

B093 黃○妍 臺中市東山國小

B094 蔡○潔 臺中市東山國小

B095 何○勳 彰化縣芬園國小

B096 林○芯 臺中市瑞穗國小

B097 余○萱 三和國小

B098 林○芯 台中市瑞穗國小

B099 陳○庭 瑞城國小

B100 呂○芸 新興國小 取消報名

B101 洪○彤 彰化縣靜修國小

B102 涂○哲 員林市靜修國小

B103 曾○凱 嘉義市林森國小

B104 江○珊 瑞穗國小

B105 施○均 台中市成功國小

B106 魏○沅 南投縣北投國小

B107 吳○恩 嘉義市林森國小

B108 周○昱 新港國小

B109 游○翰 螺陽國小

B110 彭○柔 桃園市林森國小

B111 彭○柔 林森國小 重複報名

B112 劉○彰 大肚國民小學

B113 張○維 高雄市嘉興國小

B114 賴○蒨 瑞峰國小

B115 謝○鈞 成城國小

B116 吳○廷 嘉義市林森國小

B117 葉○維 台中市永安國小

B118 陳○宣 新泰國小

B119 陳○穎 新泰國小 取消報名

B120 秦○勳 南投縣北投國小

B121 林○臻 新北市插角國小

B122 余○洋 永隆國小

B123 江○耘 彰化縣永靖國小 重複報名

B124 李○萮 彰化縣永靖國小

B125 詹○任 臺中市西屯國小



B126 江○耘 永靖國小 取消報名

B127 洪○恆 南光國小

B128 吳○翔 南光國小

B129 蕭○耘 南光國小

B130 陳○達 台中市沙鹿國小

B131 吳○瑨 東寶國小

B132 劉○瑄 靜修國小

B133 陳○俞 南陽國小

B134 何○頡 惠文國小

B135 陳○方 彰化中山國小

B136 黃○甄 高雄市大湖國小

B137 許○瑜 橋頭國小

B138 洪○嫚 南投縣炎峰國小

B139 黃○真 炎峰國小

B140 林○呈 大元國小

B141 陳○妘 文雅國小

B142 錢○任 竹山國小

B143 蕭○宗 公誠國小

B144 邱○淳 彰化縣永靖國小

B145 吳○佑 南郭國小

B146 何○芸 長安國小

B147 王○紘 台中市南陽國小

B148 林○雅 南投縣南投國小

B149 陳○靜 台中市永順國小

B150 鄭○薺 秀水國小

B151 黃○霆 大元國小

B152 黃○毅 惠文國小

B153 趙○安 台中市立人國小

B154 吳○珍 南投縣竹山國小

B155 賴○妍 永靖國小

B156 紀○廷 台中市龍津國小

B157 紀○恩 台中市龍津國小

B158 陳○豪 新北市新泰國小

B159 林○翔 永順國小

B160 林○翔 永順國小 重複報名

B161 范○昀 新竹縣大同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