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A-001 幼兒園組 王O 釉 東山國小附幼

A-002 幼兒園組 王O 楷 路竹幼兒園

A-003 幼兒園組 甘O 怡 聖宜幼稚園

A-004 幼兒園組 江O 樺 加吉立

A-005 幼兒園組 江O 嫻 加吉立

A-006 幼兒園組 余O 昀 育才幼兒園

A-007 幼兒園組 吳O 欣 龍心幼稚園

A-008 幼兒園組 吳O 榛 育志幼兒園

A-009 幼兒園組 吳O 凱 彩彤玲幼兒園

A-010 幼兒園組 吳O 恩 加吉立

A-011 幼兒園組 李O 純 愛仁幼稚園

A-012 幼兒園組 李O 妘 大樹國小

A-013 幼兒園組 李O 瑛 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

A-014 幼兒園組 李O 萱 壽齡國小

A-015 幼兒園組 李O 鈺 五林國小

A-016 幼兒園組 李O 淇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17 幼兒園組 林O 宥 新迪斯耐幼兒園

A-018 幼兒園組 林O 靚 偉倫幼稚園

A-019 幼兒園組 林O 樂 龍心幼兒園

A-020 幼兒園組 林O 宇 威廉王子幼兒園

A-021 幼兒園組 林O 宇 加吉立

A-022 幼兒園組 林O 旎 明宗附幼

A-023 幼兒園組 林O 崴 橋頭國小非營利幼兒園

A-024 幼兒園組 林O 恩 加吉立

A-025 幼兒園組 邱O 葳 加吉立

A-026 幼兒園組 邱O 翔 維新國小

A-027 幼兒園組 邱O 媃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28 幼兒園組 侯O 婍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國小附幼

A-029 幼兒園組 施O 姸 五林國小

A-030 幼兒園組 洪O 婕 加吉立

A-031 幼兒園組 紀O 璇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32 幼兒園組 徐O 娜 育正幼兒園

A-033 幼兒園組 翁O 晴 新廸斯耐

A-034 幼兒園組 馬O 萱 大甲國小附幼

A-035 幼兒園組 張O 睿 橋頭諾貝爾幼兒園

A-036 幼兒園組 張O 茹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37 幼兒園組 張O 榮 永安國小

A-038 幼兒園組 曹O 輔 永安國小

A-039 幼兒園組 許O 薰 潛能幼兒園

A-040 幼兒園組 許O 秦 五林國小

A-041 幼兒園組 許O 議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42 幼兒園組 郭O 維 蚵寮非營利幼兒園

A-043 幼兒園組 陳O 婷 菁寮國小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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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4 幼兒園組 陳O 安 好收國小

A-045 幼兒園組 陳O 融 西門國小

A-046 幼兒園組 陳O 佑 主人翁幼兒園

A-047 幼兒園組 陳O 翰 龍心幼兒園

A-048 幼兒園組 陳O 廷 主人翁幼兒園

A-049 幼兒園組 陳O 旻 加吉立

A-050 幼兒園組 陳O 妤 加吉立幼稚園

A-051 幼兒園組 陳O 捷 高雄市私立羽生幼兒園

A-052 幼兒園組 陳O 閎 高雄市私立羽生幼兒園

A-053 幼兒園組 陸O 婕 無

A-054 幼兒園組 曾O 薰 加吉立

A-055 幼兒園組 曾O 傑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56 幼兒園組 曾O 瑄 八卦國小附設幼兒園

A-057 幼兒園組 曾O 晨 高雄市莒光國小附幼

A-058 幼兒園組 曾O 芯 加吉立幼稚園

A-059 幼兒園組 程O 森 史丹佛幼稚園

A-060 幼兒園組 黃O 恩 群力幼兒園

A-061 幼兒園組 黃O 歆 永安國小

A-062 幼兒園組 黃O 云 龍心幼兒園

A-063 幼兒園組 黃O 均 五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A-064 幼兒園組 黃O 宸 羽生幼兒園

A-065 幼兒園組 黃O 宸 羽生幼兒園

A-066 幼兒園組 黃O 潔 加吉立

A-067 幼兒園組 黃O 懿 加吉立

A-068 幼兒園組 楊O 油廠國小

A-069 幼兒園組 楊O 茗 綠色森林幼兒園

A-070 幼兒園組 楊O 油廠國小

A-071 幼兒園組 楊O 安 五林國小

A-072 幼兒園組 葉O 妮 羽生幼兒園

A-073 幼兒園組 葉O 橙 左營區新莊國小幼兒園

A-074 幼兒園組 趙O 霆 維新國小

A-075 幼兒園組 劉O 羽 孟莊幼兒園

A-076 幼兒園組 劉O 銓 佳貝幼兒園

A-077 幼兒園組 劉O 銘 佳貝幼兒園

A-078 幼兒園組 劉O 梓官國小附幼

A-079 幼兒園組 蔡O 唯 龍心幼兒園

A-080 幼兒園組 蔡O 祥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81 幼兒園組 蔡O 彤 幼一幼兒園

A-082 幼兒園組 蔡O 恆 群力幼兒園

A-083 幼兒園組 蔡O 希 屏東縣聖家幼兒園

A-084 幼兒園組 蔡O 希 屏東縣聖家幼兒園

A-085 幼兒園組 蔡O 瑈 加吉立幼兒園

A-086 幼兒園組 蔣O 平 史丹佛幼兒園

A-087 幼兒園組 蔣O 平 史丹佛幼兒園

A-088 幼兒園組 鍾O 祐 學儒幼兒園

A-089 幼兒園組 蕭O 蓁 高雄市私立寶貝藝術幼兒園

A-090 幼兒園組 戴O 庭 孟莊幼兒園

A-091 幼兒園組 薛O 妍 永安國小



A-092 幼兒園組 謝O 庭 美利堅幼兒園

A-093 幼兒園組 蘇O 琳 加吉立

A-094 幼兒園組 蘇O 甄 永安國小

A-095 幼兒園組 鐘O 軒 雲林縣二崙幼兒園

編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B-00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尤O 恩 蚵寮國小

B-00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王O 汝 內惟國小

B-00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王O 瑄 維新國小

B-00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王O 琦 蔡文國小

B-00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王O 晴 東山國小

B-00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王O 珈 壽天國小

B-00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甘O 辰 仁德國小

B-00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何O 逸 維新國小

B-00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何O 儀 維新國小

B-01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綸 光武國小

B-01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玲 加昌國小

B-01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德 竹圍國民小學

B-01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璋 維新國小

B-01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勳 維新國小

B-01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謙 右昌國小

B-01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綸 岡山區竹圍國小

B-01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吳O 棠 金山國小

B-01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錡 鎮昌國小

B-01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霏 新莊國小

B-02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妤 大樹國小

B-02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廷 壽齡國小

B-02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嬋 五林國小

B-02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李O 安 岡山國小

B-02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橙 梓官國小

B-02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潔 竹圍國小

B-02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美 雲林國小

B-02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筠 梓官國小

B-02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瑩 梓官國小

B-02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妍 蚵寮國小

B-03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妤 蚵寮國小

B-03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翊 三侯國小

B-03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晴 民和國小

B-03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林O 歆 台南市善化大成國小

B-03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邱O 右 永安國小

B-03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邱O 睿 前鋒國小



B-03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邱O 昇 維新國小

B-03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洪O 蕎 大橋國小

B-03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胡O 筠 高雄市仁武國小

B-03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凌O 恩 梓官國小

B-04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孫O 彬 南安國小

B-04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孫O 恬 南安國小

B-04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徐O 睿 右昌國小

B-04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涂O 郡 王公國小

B-04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翁O 安 梓官國小

B-04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高O 晴 大光國小

B-04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書 內惟國小

B-04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婷 永安國小

B-04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瑋 前峰國小

B-04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茹 梓官國小

B-05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芝 鳳西國小

B-05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純 竹林國小

B-05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張O 珊 高雄市立民族國小

B-05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莊O 婷 彌陀國小

B-05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莊O 盛 永安國小

B-05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許O 堯 維新國小

B-05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許O 鈞 梓官國小

B-05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許O 甯 楠梓國小

B-05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許O 紜 梓官國小

B-05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郭O 辰 永安國小

B-06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郭O 碩 梓官國小

B-06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郭O 鳴 右昌國小

B-06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斌 永安國小

B-06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逸 好收國小

B-06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蓉 前峰國小

B-06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穎 竹圍國小

B-06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榕 永安國小

B-06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銓 大寮昭明國小

B-06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陳O 鋆 屏東縣竹田國小

B-06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陸O 懷 興糖國小

B-07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曾O 涵 台南市新興國小

B-07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程O 臻 路竹國小

B-07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桐 壽天國小

B-07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婕 竹圍國小

B-07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翔 林園國小

B-07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勳 永安國小



B-07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嘉 加昌國小

B-07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詅 林園國小

B-07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恩 北嶺國小

B-07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棻 永安國小

B-08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容 加昌國小

B-08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黃O 璇 蔡文國小

B-08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菲 竹圍國小

B-08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森 壽天國小

B-08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珺 岡山國小

B-08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勝 永安國小

B-08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加昌國小

B-08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楊O 蔚 加昌國小

B-08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葉O 宣 竹圍國小

B-08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葉O 安 左營區新莊國小

B-09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葉O 晴 岡山國小

B-09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詹O 萱 右昌國小

B-09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廖O 霖 新莊國小

B-09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廖O 翔 壽天國小

B-09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廖O 頎 壽天國小

B-09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趙O 婕 維新國小

B-09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賢 壽齡國小

B-09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毓 前峰國小

B-09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妤 南安國小

B-09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齊 維新國小

B-10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羽 永安國小

B-10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芯 梓官國小

B-10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劉O 梓官國小

B-10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榳 橋頭國小

B-10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翎 南安國小

B-10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詮 興糖國小

B-10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恆 屏東縣東隆國小

B-10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庭 竹圍國小

B-10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廷 北嶺國小

B-10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鋕 信義國小

B-11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蔡O 鵬 信義國小

B-11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蔣O 平 壽天國小

B-11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鄭O 宸 永安國小

B-11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鄭O 議 彌陀國小

B-11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鄭O 萱 五林國小

B-11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盧O 涵 梓官國小



B-11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蕭O 丞 右昌國小

B-11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蕭O 緯 北嶺國小

B-11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賴O 玫 維新國小

B-11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賴O 妍 永安國小

B-12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錢O 瑩 維新國小

B-12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戴O 伃 永安國小

B-12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薛O 綾 永安國小

B-12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薛O 婷 薛兆婷

B-12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薛O 涵 永安國小

B-12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薛O 樺 永安國小

B-12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堯 維新國小

B-12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宥 竹圍國小

B-12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宏 右昌國小

B-12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維 竹圍國小

B-13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璘 北嶺國小

B-13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謝O 翊 彌陀國小

B-13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鍾O 燊 翠屏國小

B-13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簡O 臻 嘉義縣三和國小

B-13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藍O 恩 岡山國小

B-135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顏O 奇 梓官國小

B-136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顏O 如 永安國小

B-137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魏O 晴 北嶺國小

B-138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喬 忠義國小

B-139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元 永安國小

B-140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安 竹圍國小

B-141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庭 永安國小

B-142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凱 維新國小

B-143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蘇O 宸 永安國小

B-144 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 鐘O 倢 雲林縣文昌國小

編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C-00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尤O 妤 蚵寮國小

C-00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尤O 晴 竹圍國小

C-00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婷 蔡文國小

C-00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渝 竹圍國小

C-00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淇 竹圍國小

C-00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翰 內惟國小

C-00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禎 維新國小

C-00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佑 維新國小

C-00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維 永安國小



C-01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王O 彤 海佃國小

C-01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朱O 綺 梓官國小

C-01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朱O 毅 梓官國小

C-01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何O 鵬 維新國小

C-01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余O 婷 永安國小

C-01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余O 昀 九曲國小

C-01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蓉 光武國小

C-01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蔚 加昌國小

C-01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涵 維新國小

C-01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萱 梓官國小

C-02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德 竹圍國民小學

C-02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霆 竹圍國民小學

C-02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緰 岡山區竹圍國小

C-02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吳O 瑄 永芳國小

C-02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李O 穎 新莊國小

C-02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李O 璇 北嶺國小

C-02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李O 叡 橋頭國小

C-02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李O 甄 梓官國小

C-02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林O 捷 竹圍國小

C-02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林O 璇 楠梓國小

C-03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林O 宇 竹圍國小

C-03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林O 妤 橋頭國小

C-03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施O 喬 五林國小

C-03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施O 琪 五林國小

C-03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柯O 祥 維新國小

C-03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洪O 楨 路竹國小

C-03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胡O 睿 高雄市仁武國小

C-03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徐O 涵 永安國小

C-03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高O 洺 維新國小

C-03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張O 璇 北嶺國小

C-04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張O 媗 維新國小

C-04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張O 評 彰化中山國小

C-04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張O 珺 援中國小

C-04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張O 騰 竹林國小

C-04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曹O 岡山國小

C-04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曹O 湘 壽齡國小

C-04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莊O 筑 新莊國小

C-04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莊O 溱 屏東市忠孝國小

C-04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佑 麥寮橋頭國小

C-04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廷 麥寮橋頭國小



C-05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榛 五林國小

C-05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婧 壽天國小

C-05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翔 楠梓國小

C-05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許O 庭 台南市東光國小

C-05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郭O 瑜 永安國小

C-05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郭O 佑 永安國小

C-05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妘 屏東市忠孝國小

C-05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龍 後壁國小

C-05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謙 前峰國小

C-05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禎 永安國小

C-06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妤 竹圍國小

C-06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潔 西門國小

C-06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宜 路竹國小

C-06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陳O 捷 彌陀國小

C-06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單O 澐 岡山國小

C-06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曾O 軒 台南市新興國小

C-06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曾O 茹 岡山國小

C-06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曾O 芷 岡山國小

C-06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祐 永安國小

C-06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貞 永安國小

C-07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儀 永安國小

C-07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彰 永安國小

C-07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瑋 壽天國小

C-07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瑄 林園國小

C-07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涔 永安國小

C-07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翰 永安國小

C-07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勝 永安國小

C-07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綸 壽天國小

C-07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軒 竹圍國小

C-07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瑜 蔡文國小

C-08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賢 永安國小

C-08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黃O 柔 永安國小

C-08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楊O 靚 蚵寮國小

C-08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楊O 翔 彌陀國小

C-08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楊O 苓 前峰國小

C-08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廖O 崴 壽天國小

C-08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劉O 齊 南安國小

C-08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劉O 靚 壽齡國小

C-08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劉O 語 維新國小

C-08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劉O 佑 光武國小



C-09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彤 永安國小

C-09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庭 梓官國小

C-09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珠 永安國小

C-09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佑 維新國小

C-09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閎 興糖國小

C-09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瑤 蚵寮國小

C-09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倫 梓官國小

C-09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蔡O 玟 梓官國小

C-09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鄧O 莉 維新國小

C-09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鄭O 翔 永安國小

C-10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鄭O 媛 五林國小

C-10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鄭O 穎 台南市和順國小

C-10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賴O 旻 維新國小

C-10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戴O 娜 永安國小

C-10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薛O 鴻 永安國小

C-105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薛O 壕 永安國小

C-106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薛O 譽 北嶺國小

C-107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謝O 縈 林園國小

C-108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謝O 霓 台南市永福國小

C-109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謝O 紘 彌陀國小

C-110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顏O 婷 永安國小

C-111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顏O 翔 永安國小

C-112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蘇O 瑜 復安國小

C-113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蘇O 丞 梓官國小

C-114 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 蘇O 芬 永安國小

編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D-00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尤O 謙 竹圍國小

D-00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王O 妍 海佃國小

D-00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王O 絜 竹圍國小

D-00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王O 騰 竹圍國小

D-00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王O 渲 一甲國小

D-00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成O 樺 五林國小

D-00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江O 潔 彌陀國小

D-00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余O 婷 永安國小

D-00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吳O 柏 仁武區仁武國小

D-01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吳O 伽 援中國小

D-01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吳O 菡 永安國小

D-01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吳O 瑋 援中國小

D-01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翊 鳳西國小



D-01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宸 鎮昌國小

D-01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恩 鎮昌國小

D-01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壎 新民國小

D-01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緹 永安國小

D-01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瑢 龍華國小

D-01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允 楠梓國小

D-02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李O 誠 橋頭國小

D-02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林O 潔 橋頭國小

D-02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林O 寬 兆湘國小

D-02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林O 彰 永安國小

D-02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林O 嬡 前峰國小

D-02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邱O 恩 前鋒國小

D-02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邱O 澤 前鋒國小

D-02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施O 濬 壽天國小

D-02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施O 婷 五林國小

D-02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洪O 棋 路竹國小

D-03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徐O 妤 右昌國小

D-03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高O 程 維新國小

D-03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張O 瑄 林園國小

D-03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張O 媛 援中國小

D-03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張O 珊 鳳西國小

D-03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張O 齊 鳳西國小

D-03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張O 沄秝 林園國小

D-03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梁O 庭 復安國小

D-03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莊O 翰 永安國小

D-03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莊O 臻 屏東市忠孝國小

D-04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許O 耀 維新國小

D-04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郭O 瑤 永安國小

D-04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琰 屏東縣竹田國小

D-04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瑋 竹圍國小

D-04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琪 楠陽國小

D-04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睿 竹圍國小

D-04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壬 大港國小

D-04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涵 鎮昌國小

D-04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瑜 永安國小

D-04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妤 西門國小

D-05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信 彌陀國小

D-05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婷 路竹國小

D-05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陳O 淳 前峰國小

D-05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宣 前鋒國小



D-05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涵 壽天國小

D-05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庭 岡山國小

D-05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淼 永安國小

D-05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斌 永安國小

D-05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黃O 昕 壽天國小

D-05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楊O 霓 彌陀國小

D-06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楊O 蓁 竹圍國小

D-06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楊O 瑄 楊景瑄

D-06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劉O 維 南安國小

D-06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劉O 鴻 梓官國小

D-06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蔡O 慈 壽天國小

D-06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蔡O 詳 永安國小

D-06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鄧O 昕 維新國小

D-06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鄭O 涵 復安國小

D-06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鄭O 均 援中國小

D-06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鄭O 倧 台南日新國小

D-07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鄭O 豫 台南市和順國小

D-07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鄭O 良 信義國小

D-072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盧O 嘉 莒光國小

D-073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蕭O 廷 梓官國小

D-074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賴O 奷 梓官國小

D-075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賴O 叡 維新國小

D-076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薛O 佑 永安國小

D-077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薛O 傑 永安國小

D-078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蘇O 琪 復安國小

D-079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蘇O 蓉 彌陀國小

D-080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蘇O 燕 永安國小

D-081 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 蘇O 容 永安國小

編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E-001 國中組 王O 凱 一甲國中

E-002 國中組 王O 穎 永安國中 

E-003 國中組 何O 銘 壽山國中

E-004 國中組 吳O 玲 國昌國中

E-005 國中組 吳O 潔 國昌國中

E-006 國中組 吳O 玲 永安國中

E-007 國中組 李O 珮 鳳西國中

E-008 國中組 李O 衡 德光國中

E-009 國中組 李O 鎧 東南國中

E-010 國中組 李O 琦 楠梓國中



E-011 國中組 林O 浩 嘉興國中

E-012 國中組 林O 瑾 嘉興國中

E-013 國中組 柯O 文 永安國中

E-014 國中組 胡O 筠 黎明中學

E-015 國中組 孫O 毅 橋頭國中

E-016 國中組 孫O 銘 嘉興國中

E-017 國中組 馬O 婷 嘉興國中

E-018 國中組 馬O 茹 嘉興國中

E-019 國中組 張O 琪 三民國中

E-020 國中組 張O 瑜 復華中學

E-021 國中組 張O 瑜 嘉興國中

E-022 國中組 張O 溱 復華中學

E-023 國中組 莊O 喬 龍華國中

E-024 國中組 許O 銓 永安國中

E-025 國中組 郭O 妤 復興國中

E-026 國中組 郭O 廷 七賢國中

E-027 國中組 陳O 瑄 鳳山國中

E-028 國中組 陳O 祐 鳳山國中

E-029 國中組 陳O 穎 嘉興國中

E-030 國中組 陳O 涵 五福國中

E-031 國中組 陳O 瑋 建興國中

E-032 國中組 陳O 瑄 永安國中

E-033 國中組 黃O 婷 鳳山國中

E-034 國中組 楊O 宇 岡山國中

E-035 國中組 詹O 杰 右昌國中

E-036 國中組 劉O 妤 嘉興國中

E-037 國中組 歐O 財 嘉興國中

E-038 國中組 蔡O 晴 台南瀛海中學-國中部

E-039 國中組 蔡O 欣 永安國中

E-040 國中組 蔡O 容 梓官國中

E-041 國中組 蔡O 澧 中山附中

E-042 國中組 蔡O 蓉 橋頭國中

E-043 國中組 蔡O 玟 瑞祥國中

E-044 國中組 鄭O 欣 永安國中

E-045 國中組 鄭O 麗 嘉興國中

E-046 國中組 鄭O 瑋 大成國中

E-047 國中組 賴O 宸 國昌國中

E-048 國中組 薛O 蓉 永安國中

E-049 國中組 簡O 萱 嘉義縣大林國中

E-050 國中組 蘇O 珊 阿蓮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