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 味丹杯全國書法、篆刻決賽入選名單

一、入選名單如下列，請參考。

二、入選者會再行以電子郵件(有提供郵件者)及書面通知。

三、現場決賽時間：2018年5月5日(星期六)，頒獎典禮：下午1:30

四、現場決賽地點：北勢國中(433台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50號)，詳如公布之「第一屆 味丹杯

全國書法、篆刻比賽決賽時間地點」。

入圍序號 組別 姓名 學校/單位 住址 備  註  說  明

A001 國小一 ~三年級 王○閣 壽天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002 國小一 ~三年級 王○芸 橋仁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

A003 國小一 ~三年級 王○裕 福祿貝爾小學 桃園市中壢郵

A004 國小一 ~三年級 王○鈞 龍安國小 台北市文山區

A005 國小一 ~三年級 王○婷 愛蘭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A006 國小一 ~三年級 王○婷 介壽國小 新北市山峽區

A007 國小一 ~三年級 王○諺 新民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

A008 國小一 ~三年級 王○涵 油廠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009 國小一 ~三年級 王○淳 永芳國小 高雄市大寮區

A010 國小一 ~三年級 古○芝 大同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A011 國小一 ~三年級 安谷○彩 日僑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A012 國小一 ~三年級 朱○愷 大肚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

A013 國小一 ~三年級 朱○諄 大寮國小 高雄市大寮區

A014 國小一 ~三年級 江○軒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A015 國小一 ~三年級 江○瑀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016 國小一 ~三年級 何○浩 中山國小 台中市東勢街

A017 國小一 ~三年級 何○恩 大墩國小 台中市大墩11街

A018 國小一 ~三年級 何○宇 後埔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19 國小一 ~三年級 吳○翰 南投國小 南投市彰南路

A020 國小一 ~三年級 吳○綺 民雄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A021 國小一 ~三年級 吳○竺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022 國小一 ~三年級 吳○霆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23 國小一 ~三年級 吳○文 民雄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A024 國小一 ~三年級 呂○芯 光華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

A025 國小一 ~三年級 呂○威 永稿國小 台南市安平區

A026 國小一 ~三年級 呂○倩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027 國小一 ~三年級 李○錡 佳里國小 台南市佳里區

A028 國小一 ~三年級 李○恩 育德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

A029 國小一 ~三年級 李○珊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030 國小一 ~三年級 李○蓉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031 國小一 ~三年級 李○騰 安慶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A032 國小一 ~三年級 李○彤 中芸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

A033 國小一 ~三年級 沈○庭 光武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034 國小一 ~三年級 周○程 大肚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

A035 國小一 ~三年級 林○蓁 龍海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036 國小一 ~三年級 林○辰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037 國小一 ~三年級 林○嘉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A038 國小一 ~三年級 林○妤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39 國小一 ~三年級 林○安 龍山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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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序號 組別 姓名 學校/單位 住址 備  註  說  明

A040 國小一 ~三年級 林○崲 石榴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041 國小一 ~三年級 林○軒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42 國小一 ~三年級 林○蓉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043 國小一 ~三年級 林○珊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A044 國小一 ~三年級 林○鈺 新興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A045 國小一 ~三年級 虎○恩 大同國小 台中市南區忠

A046 國小一 ~三年級 邱○倢 建國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A047 國小一 ~三年級 邱○忻 雲林國小 雲林縣古坑鄉

A048 國小一 ~三年級 邱○瑜 外埔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

A049 國小一 ~三年級 柯○晟 僑信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A050 國小一 ~三年級 洪○喬 惠來國小 台中市東區東

A051 國小一 ~三年級 洪○翰 鳳西國小 高雄市大寮區

A052 國小一 ~三年級 洪○芸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53 國小一 ~三年級 洪○文 壽天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054 國小一 ~三年級 洪○涵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55 國小一 ~三年級 唐○ 新光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

A056 國小一 ~三年級 徐○涵 信義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57 國小一 ~三年級 徐○佑 鐵山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

A058 國小一 ~三年級 徐○敏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59 國小一 ~三年級 翁○羽 南郭國小 彰化市埔陽街

A060 國小一 ~三年級 張○馨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61 國小一 ~三年級 張○辰 靜修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A062 國小一 ~三年級 張○蕎 大新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A063 國小一 ~三年級 張○毅 立人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A064 國小一 ~三年級 張○富 麗園國小 新北市林口路

A065 國小一 ~三年級 張○晏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066 國小一 ~三年級 張○哲 壽天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067 國小一 ~三年級 張○涵 內埔國小 台中市后里區

A068 國小一 ~三年級 許○芯 北勢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A069 國小一 ~三年級 許○樂 中山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A070 國小一 ~三年級 許○豪 中信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A071 國小一 ~三年級 許○瑜 正興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072 國小一 ~三年級 許○晟 老松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73 國小一 ~三年級 許○凱 烏日國小 台中市福田一

A074 國小一 ~三年級 郭○華 國語實小 台北市萬華區

A075 國小一 ~三年級 郭○淳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76 國小一 ~三年級 郭○軒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077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嘉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A078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正 瑞穗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A079 國小一 ~三年級 陳○睿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080 國小一 ~三年級 陳○蓉 東光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A081 國小一 ~三年級 陳○瑄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082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妤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83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安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084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杉 平興國小 桃園市平鎮區

A085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惟 南興國小 彰化市埔西街

A086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彤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087 國小一 ~三年級 陳○頤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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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序號 組別 姓名 學校/單位 住址 備  註  說  明

A088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愷 龍津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A089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旭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090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希 葫蘆墩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A091 國小一 ~三年級 陳○蓉 建國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A092 國小一 ~三年級 陳○誠 萬來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

A093 國小一 ~三年級 陳○瑄 加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094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廷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095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傑 照南國小 苗栗縣竹南鎮

A096 國小一 ~三年級 陳○偉 鐵山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

A097 國小一 ~三年級 陳○華 南郭國小 彰化市埔西街

A098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澤 勝利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

A099 國小一 ~三年級 陳○旻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100 國小一 ~三年級 陳○穎 陽明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A101 國小一 ~三年級 章○津 鎮西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02 國小一 ~三年級 曾○祐 光武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103 國小一 ~三年級 曾○賢 和睦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

A104 國小一 ~三年級 曾○霏 褒忠國小 雲林縣褒忠鄉

A105 國小一 ~三年級 曾○順 溪南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A106 國小一 ~三年級 童○皓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107 國小一 ~三年級 黃○容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08 國小一 ~三年級 黃○晴 中山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A109 國小一 ~三年級 黃○珣 復興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

A110 國小一 ~三年級 黃○荷 松山國小 台北市南港區

A111 國小一 ~三年級 黃○芯 雲林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12 國小一 ~三年級 黃○學 虎尾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A113 國小一 ~三年級 黃○潔 新興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A114 國小一 ~三年級 黃○宜 大興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

A115 國小一 ~三年級 黃○芷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16 國小一 ~三年級 黃○翔 福基國小 苗栗縣公館鄉

A117 國小一 ~三年級 黃○涵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岡里

A118 國小一 ~三年級 黃○庭 重慶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119 國小一 ~三年級 傳○芯 龍泉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A120 國小一 ~三年級 楊○逸 中正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A121 國小一 ~三年級 楊○芸 台南市佳里區

A122 國小一 ~三年級 楊○竣 忠明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A123 國小一 ~三年級 葉○寧 南郭國小 彰化市大竹里

A124 國小一 ~三年級 葉○晟 文德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125 國小一 ~三年級 葉○鈞 海佃國小 台南市安南區

A126 國小一 ~三年級 詹○翰 有得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A127 國小一 ~三年級 雷○恩 立人國小 台中市北區青

A128 國小一 ~三年級 趙○晴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A129 國小一 ~三年級 趙○涵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130 國小一 ~三年級 劉○甄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131 國小一 ~三年級 劉○諠 南郭國小 彰化市南瑤路

A132 國小一 ~三年級 劉○蒨 後埔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A133 國小一 ~三年級 劉○均 員東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A134 國小一 ~三年級 劉○丞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A135 國小一 ~三年級 劉○侑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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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6 國小一 ~三年級 劉○睿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A137 國小一 ~三年級 劉○宇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A138 國小一 ~三年級 潘○穎 東園國小 新竹市東區八

A139 國小一 ~三年級 潘○沂 大寮國小 高雄市大寮區

A140 國小一 ~三年級 蔣○臻 林園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

A141 國小一 ~三年級 蔡○樺 協和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A142 國小一 ~三年級 蔡○蓁 復興國小 台南市東區裕

A143 國小一 ~三年級 蔡○湘 安慶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A144 國小一 ~三年級 蔡○哲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145 國小一 ~三年級 蔡○蔚 元長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A146 國小一 ~三年級 鄭○伶 莒光國小 高雄市楠梓加

A147 國小一 ~三年級 鄭○冶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48 國小一 ~三年級 鄭○宴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149 國小一 ~三年級 盧○庭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A150 國小一 ~三年級 蕭○毓 南郭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151 國小一 ~三年級 蕭○忻 惠文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A152 國小一 ~三年級 蕭○宇 客庄國小 苗栗縣苑裡鎮

A153 國小一 ~三年級 蕭○秝 勝利國小 屏東縣長治鄉

A154 國小一 ~三年級 賴○璇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A155 國小一 ~三年級 賴○佑 前鋒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A156 國小一 ~三年級 賴○元 林森國小 嘉義市林森東

A157 國小一 ~三年級 薛○涵 加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A158 國小一 ~三年級 謝○溱 二橋國小 桃園市蘆竹區

A159 國小一 ~三年級 謝○儒 青山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A160 國小一 ~三年級 謝○語 龍峰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161 國小一 ~三年級 謝○安 新興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A162 國小一 ~三年級 簡○真 鶯歌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A163 國小一 ~三年級 簡○齊 平和國小 台中市和平區

A164 國小一 ~三年級 顏○霏 立人國小 台中市北區青

A165 國小一 ~三年級 顏○融 福山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A166 國小一 ~三年級 顏○ 東光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A167 國小一 ~三年級 魏○綺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168 國小一 ~三年級 羅○禎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A169 國小一 ~三年級 羅○珊 大同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A170 國小一 ~三年級 嚴○慈 大東國小 雲林縣斗南鎮

A171 國小一 ~三年級 嚴○潔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A172 國小一 ~三年級 蘇○毅 文正國小 台南市善化區

A173 國小一 ~三年級 蘇○誼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A174 國小一 ~三年級 蘇○晴 南郭國小 彰化市文心街

A175 國小一 ~三年級 蘇○峻 沙鹿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A176 國小一 ~三年級 蘇○逸 莿桐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A177 國小一 ~三年級 范○誠 大同國小 新竹縣竹東鎮

A178 國小一 ~三年級 孫○曦 昌福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A179 國小一 ~三年級 高○涵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B001 國小四年級 尹○玄 山豐國小 桃園市平鎮區

B002 國小四年級 王○茜 靜修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B003 國小四年級 王○驊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004 國小四年級 王○林 森林國小 嘉義市西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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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 國小四年級 王○評 路竹國小 高雄市路竹區

B006 國小四年級 王○凱 德音國小 新北市五股區

B007 國小四年級 王○甯 博愛國小 嘉義市友愛路

B008 國小四年級 王○湘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B009 國小四年級 王○瑩 龍海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10 國小四年級 王○臻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B011 國小四年級 王○語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B012 國小四年級 朱○謙 萬丹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

B013 國小四年級 朱○縈 忠義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B014 國小四年級 朱○慈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015 國小四年級 朱○嫻 照南國小 苗栗縣竹南鎮

B016 國小四年級 朱○寧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017 國小四年級 江○蓁 靜修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B018 國小四年級 何○瑩 鄧公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B019 國小四年級 余○侒 路竹國小 高雄市路竹區

B020 國小四年級 吳○琪 東夫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B021 國小四年級 吳○倢 南投國小 南投市彰南路

B022 國小四年級 吳○茹 村東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

B023 國小四年級 吳○霖 龍井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24 國小四年級 吳○忞 東門國小 新竹市北區東

B025 國小四年級 吳○萱 光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026 國小四年級 吳○妤 大華國小 高雄市鳥松區

B027 國小四年級 呂○妤 育仁國小 台中市北區青

B028 國小四年級 呂○潔 順天國小 台中市大甲區

B029 國小四年級 呂○鴻 新興國際中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

B030 國小四年級 巫○靜 湖東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B031 國小四年級 李○潔 西寧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B032 國小四年級 李○衡 前峰國小 高雄市梓官區

B033 國小四年級 李○謙 元長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B034 國小四年級 李○典 愛蘭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B035 國小四年級 李○憶 龍泉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B036 國小四年級 李○瑄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B037 國小四年級 李○瑋 桃園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B038 國小四年級 沈○蓁 中庄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B039 國小四年級 沈○嫻 立人國小 台南市北區民

B040 國小四年級 阮○薇 逸仙國小 台北市北投區

B041 國小四年級 周○誼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B042 國小四年級 周○釩 介壽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

B043 國小四年級 周○彥 明正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

B044 國小四年級 林○鈊 潭子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

B045 國小四年級 林○祐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B046 國小四年級 林○菲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47 國小四年級 林○媗 新港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

B048 國小四年級 林○嫺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B049 國小四年級 林○萱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050 國小四年級 林○葳 公正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B051 國小四年級 林○漪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B052 國小四年級 林○逸 博愛國小 嘉義市友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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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3 國小四年級 林○妤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054 國小四年級 林○辰 新莊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B055 國小四年級 林○暘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56 國小四年級 林○融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057 國小四年級 林○玹 靜修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B058 國小四年級 邵○晴 文安國小 雲林縣斗南鎮

B059 國小四年級 邱○庭 中原國小 花蓮縣吉安鄉

B060 國小四年級 侯○臻 鶯歌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B061 國小四年級 施○鈞 勝利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B062 國小四年級 施○君 好修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

B063 國小四年級 洪○竣 炎峰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064 國小四年級 洪○德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B065 國小四年級 洪○愷 惠文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B066 國小四年級 洪○慈 三民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B067 國小四年級 洪○鈞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068 國小四年級 洪○宸 蕙來國小 台中市東區東

B069 國小四年級 洪○婷 台中市中教大實小 台中市文心南

B070 國小四年級 洪○伶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B071 國小四年級 紀○汝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72 國小四年級 紀○安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73 國小四年級 胡○淨 東寶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

B074 國小四年級 胡○心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B075 國小四年級 范○誠 大同國小 新竹縣竹東鎮 改至國小三年級A177

B076 國小四年級 唐○程 大興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

B077 國小四年級 孫○婕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078 國小四年級 孫○翔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79 國小四年級 徐○恆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B080 國小四年級 康○瑄 大同國小 嘉義市仁愛路

B081 國小四年級 張○玟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082 國小四年級 張○銓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B083 國小四年級 張○宜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084 國小四年級 張○芸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B085 國小四年級 張○悅 嘉興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B086 國小四年級 張○宸 壽天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B087 國小四年級 梁○銣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B088 國小四年級 梁○語 中山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B089 國小四年級 梁○謀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B090 國小四年級 莊○ 敦和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091 國小四年級 許○韻 溪州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092 國小四年級 許○瑄 湖北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B093 國小四年級 許○慈 博愛國小 嘉義市友愛路

B094 國小四年級 郭○蓁 鶴聲國小 屏東市棒球路

B095 國小四年級 郭○瑋 重慶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B096 國小四年級 郭○蘋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B097 國小四年級 陳○妮 太平國小 台中市北區健

B098 國小四年級 陳○嘉 永康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B099 國小四年級 陳○銨 舊城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

B100 國小四年級 陳○妤 鳳山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第 6 頁，共 30 頁



入圍序號 組別 姓名 學校/單位 住址 備  註  說  明

B101 國小四年級 陳○杉 大肚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

B102 國小四年級 陳○彤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B103 國小四年級 陳○如 員林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B104 國小四年級 陳○璇 新興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B105 國小四年級 陳○欣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106 國小四年級 陳○祐 東光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B107 國小四年級 陳○臻 育林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

B108 國小四年級 陶○遠 蘆洲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B109 國小四年級 單○瑀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

B110 國小四年級 曾○韶 外埔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

B111 國小四年級 曾○儒 褒忠國小 雲林縣褒忠鄉

B112 國小四年級 童○倪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B113 國小四年級 黃○于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B114 國小四年級 黃○芹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B115 國小四年級 黃○育 靜修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B116 國小四年級 黃○恬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117 國小四年級 黃○瑋 三村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B118 國小四年級 黃○翔 鎮東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119 國小四年級 黃○語 鶯歌國小 桃園市龜山區

B120 國小四年級 黃○芸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B121 國小四年級 黃○羚 九德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

B122 國小四年級 黃○程 文心國小 台中市北區青

B123 國小四年級 黃○閎 立仁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B124 國小四年級 黃○雅 清水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B125 國小四年級 黃○棋 潛龍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B126 國小四年級 黃○澄 光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127 國小四年級 黃○亘 湖東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B128 國小四年級 塗○晰 鶴聲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

B129 國小四年級 楊○栩 山豐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B130 國小四年級 葉○禎 大甲國小 台中市大安區

B131 國小四年級 葉○朋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132 國小四年級 葉○霏 新埤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B133 國小四年級 葉○丞 鶴岡國小 苗栗縣公館鄉

B134 國小四年級 詹○有 靜修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B135 國小四年級 廖○榛 漢民國小 高雄市小港區

B136 國小四年級 劉○菲 復興國小 台南市東區裕

B137 國小四年級 劉○嫺 楊梅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B138 國小四年級 劉○沚 仁和國小 桃園市龍潭區

B139 國小四年級 蔡○宸 中正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B140 國小四年級 蔡○芳 民雄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B141 國小四年級 蔡○辰 梓官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B142 國小四年級 蔡○澄 葳格小學 台中市北區博

B143 國小四年級 蔡○宸 民族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B144 國小四年級 蔡○翔 仁愛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B145 國小四年級 蔡○禮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B146 國小四年級 鄭○倢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B147 國小四年級 鄭○元 海山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B148 國小四年級 鄭○璇 新民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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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9 國小四年級 蕭○澔 永春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B150 國小四年級 蕭○潔 中山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B151 國小四年級 蕭○銘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B152 國小四年級 戴○安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B153 國小四年級 薛○渘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B154 國小四年級 薛○宸 加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B155 國小四年級 謝○安 龍華國小 高雄市鼓山區

B156 國小四年級 謝○宇 森林國小 嘉義縣中埔鄉

B157 國小四年級 謝○郁 和平國小 台中市南區信

B158 國小四年級 謝○璇 成城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

B159 國小四年級 簡○孜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B160 國小四年級 顏○丞 仁美國小 台中市北屯區

B161 國小四年級 顏○巧 民族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B162 國小四年級 顏○修 忠孝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B163 國小四年級 魏○昕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B164 國小四年級 魏○宸 東門國小 新竹市田美三

B165 國小四年級 蘇○緁 竹圍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B166 國小四年級 鐘○妤 順天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

C001 國小五年級 丁○筌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C002 國小五年級 丁○宸 瑞興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C003 國小五年級 方○鈞 右昌國小 高雄市梓官區

C004 國小五年級 王○涵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C005 國小五年級 王○瑋 水里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

C006 國小五年級 王○裙 油廠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C007 國小五年級 王○芯 南港國小 台北市南港區

C008 國小五年級 王○濠 安康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C009 國小五年級 王○儒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C010 國小五年級 王○薰 清水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C011 國小五年級 王○睿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C012 國小五年級 白○益 文光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C013 國小五年級 朱○馨 立人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C014 國小五年級 江○耘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015 國小五年級 何○頡 惠文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C016 國小五年級 余○恩 民權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

C017 國小五年級 余○驛 萬丹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

C018 國小五年級 吳○潔 太平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C019 國小五年級 吳○思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020 國小五年級 吳○萱 大成國小 台南市善化區

C021 國小五年級 吳○廷 森林國小 嘉義市林森東

C022 國小五年級 吳○瑩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C023 國小五年級 呂○叡 新興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C024 國小五年級 呂○丞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C025 國小五年級 呂○芸 新興國際中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

C026 國小五年級 呂○慧 廣福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C027 國小五年級 呂○真 元長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C028 國小五年級 李○妤 南郭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C029 國小五年級 李○錡 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C030 國小五年級 李○軒 和睦國小 嘉義縣中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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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 國小五年級 李○芠 昌福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C032 國小五年級 李○芸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033 國小五年級 李○萮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034 國小五年級 李○茹 萬丹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

C035 國小五年級 李○臨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C036 國小五年級 沈○伶 中庄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C037 國小五年級 沈○均 四維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

C038 國小五年級 汪○葳 育英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C039 國小五年級 周○栯 後龍國小 苗栗縣後龍鎮

C040 國小五年級 周○庭 三峽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

C041 國小五年級 周○軒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042 國小五年級 房○恩 啟文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C043 國小五年級 林○傑 永康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

C044 國小五年級 林○如 民雄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C045 國小五年級 林○翰 竹林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046 國小五年級 林○濱 田尾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047 國小五年級 林○呈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C048 國小五年級 林○芯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C049 國小五年級 林○伃 凌雲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

C050 國小五年級 林○宏 大成國小 彰化市建國西

C051 國小五年級 林○筠 北投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C052 國小五年級 林○妍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053 國小五年級 林○淇 中山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C054 國小五年級 林○瀚 薇閣國小 台北市北投區

C055 國小五年級 邱○恩 建國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C056 國小五年級 邱○齊 忠義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C057 國小五年級 柯○彣 僑信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C058 國小五年級 洪○羚 僑光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C059 國小五年級 洪○玎 大同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

C060 國小五年級 洪○富 炎峰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C061 國小五年級 紀○瑜 大德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C062 國小五年級 孫○翎 雲林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063 國小五年級 孫○曦 昌福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改至國小三年級A178

C064 國小五年級 徐○媛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065 國小五年級 徐○發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C066 國小五年級 徐○畇 鳳雄國小 高雄市大社區

C067 國小五年級 徐○瑜 信義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068 國小五年級 翁○姍 鶯歌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C069 國小五年級 翁○呈 南郭國小 彰化市埔陽街

C070 國小五年級 翁○瑜 永春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C071 國小五年級 商○欣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072 國小五年級 張○鈺 大同國小 嘉義市吳鳳南

C073 國小五年級 張○蓁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C074 國小五年級 張○德 國小 新竹市中正路

C075 國小五年級 張○維 嘉興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C076 國小五年級 張○禎 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C077 國小五年級 張○展 建功國小 苗栗縣頭屋鄉

C078 國小五年級 張○誠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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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9 國小五年級 張○淵 林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080 國小五年級 張○凱 內埔國小 台中市后里區

C081 國小五年級 張○榕 大同國小 嘉義市博東路

C082 國小五年級 張○雯 博愛國小 嘉義市友愛路

C083 國小五年級 張○行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084 國小五年級 曹○崴 和平國小 台中市和平區

C085 國小五年級 梁○瑄 湖北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C086 國小五年級 梁○益 林森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C087 國小五年級 莊○檥 忠孝國小 彰化市彰馬路

C088 國小五年級 許○億 林森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C089 國小五年級 許○碩 馬蘭國小 台東縣台東市

C090 國小五年級 許○筑 新進國小 台南市柳營區

C091 國小五年級 許○勻 民雄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C092 國小五年級 郭○籬 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

C093 國小五年級 郭○恩 忠孝國小 高雄市仁武區

C094 國小五年級 郭○妤 大德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C095 國小五年級 陳○維 大德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C096 國小五年級 陳○星 仁愛國小 台中市北屯區

C097 國小五年級 陳○姮 三潭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098 國小五年級 陳○靜 永順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

C099 國小五年級 陳○萱 元長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C100 國小五年級 陳○秀 大竹國小 彰化市彰南路

C101 國小五年級 陳○齊 安和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C102 國小五年級 陳○薰 忠孝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C103 國小五年級 陳○吟 海口國小 苗栗縣苑裡鎮

C104 國小五年級 陳○妡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C105 國小五年級 陳○甄 惠文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C106 國小五年級 陳○宇 建國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C107 國小五年級 陳○妡 潭子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

C108 國小五年級 陳○寧 伸東國小 彰化縣伸港鄉

C109 國小五年級 陳○蓁 甲南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C110 國小五年級 陳○瑀 新民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

C111 國小五年級 陳○宇 中教大實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C112 國小五年級 陳○勳 桐林國小 南投縣信義鄉

C113 國小五年級 陳○湄 永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

C114 國小五年級 陳○方 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C115 國小五年級 陳○安 瑞興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C116 國小五年級 陳○薰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C117 國小五年級 單○妤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

C118 國小五年級 尋○榕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119 國小五年級 彭○柔 林森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C120 國小五年級 曾○玹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121 國小五年級 曾○揚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122 國小五年級 曾○澤 北投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C123 國小五年級 曾○凱 森林國小 嘉義市林森東

C124 國小五年級 游○涵 興嘉國小 嘉義市新榮路

C125 國小五年級 童○慈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26 國小五年級 馮○潔 民權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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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7 國小五年級 黃○語 中山國小 彰化市南瑤路

C128 國小五年級 黃○蓁 凱旋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

C129 國小五年級 黃○真 炎峰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C130 國小五年級 黃○妤 和平國小 台中市和平區

C131 國小五年級 黃○棠 湖北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C132 國小五年級 楊○嫻 靜修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C133 國小五年級 楊○安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C134 國小五年級 楊○宇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C135 國小五年級 楊○翊 海口國小 苗栗縣苑裡鎮

C136 國小五年級 楊○怡 中和國小 台北市中和區

C137 國小五年級 楊○瑜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138 國小五年級 詹○瑩 後龍國小 苗栗縣後龍鎮

C139 國小五年級 詹○纓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140 國小五年級 詹○期 水里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

C141 國小五年級 廖○棻 忠孝國小 彰化市西勢里

C142 國小五年級 廖○棻 忠孝國小 彰化市自強南

C143 國小五年級 廖○語 鹿草國小 嘉義縣鹿草鄉

C144 國小五年級 趙○昕 大肚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

C145 國小五年級 劉○慈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146 國小五年級 劉○淥 北斗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

C147 國小五年級 劉○妤 大林國小 台中市東勢區

C148 國小五年級 劉○均 林森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C149 國小五年級 劉○妤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150 國小五年級 劉○瑜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51 國小五年級 劉○章 靜修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C152 國小五年級 劉○云 員東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C153 國小五年級 潘○葉 忠孝國小 彰化市金馬路

C154 國小五年級 蔡○佩 清水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C155 國小五年級 蔡○縈 安慶國小 雲林縣虎尾鎮

C156 國小五年級 蔡○蓁 南郭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C157 國小五年級 蔡○芸 太平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C158 國小五年級 蔡○叡 油廠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C159 國小五年級 蔡○恩 愛蘭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C160 國小五年級 蔡○嫻 竹圍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C161 國小五年級 蔡○羽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C162 國小五年級 蔡○茵 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C163 國小五年級 鄭○涵 新民國小 彰化縣田中鎮

C164 國小五年級 鄭○芯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65 國小五年級 鄭○桓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66 國小五年級 鄭○蔚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C167 國小五年級 蕭○葳 瑞豐國小 桃園市八德區

C168 國小五年級 蕭○宗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C169 國小五年級 蕭○禪 龍海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70 國小五年級 賴○慈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171 國小五年級 錢○任 竹山國小 南投縣竹山鎮

C172 國小五年級 戴○涵 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173 國小五年級 戴○瑩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C174 國小五年級 戴○宸 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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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5 國小五年級 戴○安 南靖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

C176 國小五年級 戴○宸 凱旋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

C177 國小五年級 謝○憲 龍泉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78 國小五年級 謝○鈞 成城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

C179 國小五年級 鍾○倫 和平國小 南投縣集集鎮

C180 國小五年級 顏○芳 清水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C181 國小五年級 羅○妤 中正國小 苗栗縣苑裡鎮

C182 國小五年級 羅○芃 新埔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

C183 國小五年級 籃○薇 中正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

C184 國小五年級 許○文 沙鹿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C185 國小五年級 陳○愉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C186 國小六年級 林○佳 中正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C187 國小六年級 林○婕 中正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D001 國小六年級 王○紘 南陽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D002 國小六年級 王○喬 麥寮國小 雲林縣麥寮鄉

D003 國小六年級 王○蓉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D004 國小六年級 王○翔 民生國小 彰化市永安街

D005 國小六年級 王○勻 中山國小 彰化市光復路

D006 國小六年級 王○慧 路竹國小 高雄市路竹區

D007 國小六年級 王○柔 立人國小 台南市北區開

D008 國小六年級 王○禧 油廠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D009 國小六年級 王○如 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D010 國小六年級 王○欣 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D011 國小六年級 王○婷 通霄國小 苗栗縣通霄鎮

D012 國小六年級 戎○一 育仁國小 台北市北區青

D013 國小六年級 朱○欣 仁和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

D014 國小六年級 江○穎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D015 國小六年級 何○勳 中山國小 新竹縣芎林鄉

D016 國小六年級 何○瑄 光華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

D017 國小六年級 余○萱 三合國小 台中市大雅區

D018 國小六年級 吳○靜 鎮西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19 國小六年級 吳○恩 林森國小 嘉義市林森東

D020 國小六年級 吳○秦 永康國小 台南市北區文

D021 國小六年級 吳○璇 南郭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D022 國小六年級 吳○昀 新莊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

D023 國小六年級 吳○廷 青山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

D024 國小六年級 吳○妍 勝利國小 高雄市鼓山區

D025 國小六年級 吳○岑 建功國小 苗栗市嘉新里

D026 國小六年級 吳○庭 安和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D027 國小六年級 呂○峮 後龍國小 苗栗縣後龍鎮

D028 國小六年級 巫○育 湖北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

D029 國小六年級 李○璇 港坪國小 嘉義市大同路

D030 國小六年級 李○菱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D031 國小六年級 李○丞 海口國小 苗栗縣竹南鎮

D032 國小六年級 杜○謙 壽天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33 國小六年級 沈○家 光武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D034 國小六年級 阮○瑄 逸仙國小 台北市北投區

D035 國小六年級 周○熹 龍海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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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6 國小六年級 林○妍 中正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D037 國小六年級 林○芃 中正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

D038 國小六年級 林○霈 嘉北國小 嘉義市新生路

D039 國小六年級 林○欣 中正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40 國小六年級 林○婕 中正國小 台中市梧棲區 改至國小五年級C187

D041 國小六年級 林○汝 大林國小 台中市東勢區

D042 國小六年級 林○岑 岡山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43 國小六年級 林○均 和仁國小 彰化縣和美鎮

D044 國小六年級 林○佳 中正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改至國小五年級C186

D045 國小六年級 林○駒 大東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46 國小六年級 林○語 大同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D047 國小六年級 林○毅 林內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48 國小六年級 林○澄 薇閣小學 台北市北投區

D049 國小六年級 武○耕 楠陽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D050 國小六年級 法○雯 九德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

D051 國小六年級 邱○凱 民權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

D052 國小六年級 施○均 成功國小 台中市東區東

D053 國小六年級 柯○妤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D054 國小六年級 洪○恆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055 國小六年級 洪○晴 大寮國小 高雄市大寮區

D056 國小六年級 洪○蛟 民權國小 彰化縣芳苑鄉

D057 國小六年級 洪○勵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D058 國小六年級 紀○燁 龍津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D059 國小六年級 紀○燁 龍津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

D060 國小六年級 孫○崴 陽明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D061 國小六年級 孫○庭 陽明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62 國小六年級 翁○恩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063 國小六年級 翁○瑜 南靖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

D064 國小六年級 郝○綺 東山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D065 國小六年級 高○涵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改至國小三年級A179

D066 國小六年級 張○綸 清江國小 台北市北投區

D067 國小六年級 張○甫 安慶國小 雲林縣土庫鎮

D068 國小六年級 張○甄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069 國小六年級 張○甄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70 國小六年級 張○綾 鶯歌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

D071 國小六年級 張○森 仁愛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D072 國小六年級 張○菁 雲林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73 國小六年級 張○煊 安慶國小 雲林縣土庫鎮

D074 國小六年級 張○莉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75 國小六年級 梁○翰 成功國小 苗栗縣後龍鎮

D076 國小六年級 莊○ 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

D077 國小六年級 莊○鈞 永芳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78 國小六年級 莊○恬 竹圍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79 國小六年級 許○諭 中和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

D080 國小六年級 許○妤 東山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D081 國小六年級 許○捷 北勢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D082 國小六年級 許○雅 頭份國小 苗栗縣頭份市

D083 國小六年級 許○瑜 大新國小 台中市西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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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4 國小六年級 許○苡 新進國小 台南市柳營區

D085 國小六年級 許○瑋 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D086 國小六年級 郭○均 湖南國小 彰化縣溪湖鎮

D087 國小六年級 陳○瑩 重興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088 國小六年級 陳○崗 新生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D089 國小六年級 陳○程 南光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090 國小六年級 陳○安 福山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

D091 國小六年級 陳○蓁 和順國小 台南市安南區

D092 國小六年級 陳○宣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D093 國小六年級 陳○綾 安和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

D094 國小六年級 陳○杰 瑞興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095 國小六年級 陳○霈 忠孝國小 台中市南屯區

D096 國小六年級 陳○穎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D097 國小六年級 陳○伶 新埔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D098 國小六年級 陳○羽 中芸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

D099 國小六年級 陳○亨 烏日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

D100 國小六年級 陳○臻 橋頭國小 高雄市橋頭區

D101 國小六年級 陳○芯 仁愛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

D102 國小六年級 陳○愉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改至國小五年級C185

D103 國小六年級 陳○豪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D104 國小六年級 陳○瑞 北勢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D105 國小六年級 陳○涵 員林國小 彰化縣員林市

D106 國小六年級 陳○琳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D107 國小六年級 陳○俞 南陽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D108 國小六年級 陳○笙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D109 國小六年級 陳○希 蘭潭國小 嘉義市東區林

D110 國小六年級 陳○丞 褒忠國小 雲林縣元長鄉

D111 國小六年級 陳○ 東山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D112 國小六年級 陳○ 新甲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D113 國小六年級 章○甄 鎮西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114 國小六年級 章○綸 中壢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D115 國小六年級 粘○翔 文昌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

D116 國小六年級 單○俞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

D117 國小六年級 彭○怡 太平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118 國小六年級 彭○琪 文元國小 台南市北區文

D119 國小六年級 曾○ 龍潭國小 嘉義市東區博

D120 國小六年級 游○靜 順安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D121 國小六年級 游○棋 東山國小 宜蘭縣冬山鄉

D122 國小六年級 辜○ 水里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

D123 國小六年級 黃○婷 南郭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D124 國小六年級 黃○驊 新港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

D125 國小六年級 黃○甄 大湖國小 高雄市湖內區

D126 國小六年級 黃○崴 信義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

D127 國小六年級 黃○棠 平和國小 彰化市中山路

D128 國小六年級 黃○宜 大興國小 彰化縣福興鄉

D129 國小六年級 黃○晴 公誠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130 國小六年級 黃○妍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D131 國小六年級 黃○庭 忠孝國小 台中市東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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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2 國小六年級 黃○恩 石榴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133 國小六年級 黃○瑜 莒光國小 高雄市鼓山區

D134 國小六年級 楊○棠 龍津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

D135 國小六年級 楊○珊 合作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D136 國小六年級 楊○瑄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D137 國小六年級 楊○詒 明正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

D138 國小六年級 葉○薰 文華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D139 國小六年級 詹○瑄 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

D140 國小六年級 詹○哲 大同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D141 國小六年級 詹○芯 南陽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

D142 國小六年級 廖○喬 中山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D143 國小六年級 廖○慈 東大附小 台中市南屯區

D144 國小六年級 廖○彤 中山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

D145 國小六年級 廖○褘 樹義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

D146 國小六年級 廖○亮 豐洲國小 台中市神岡區

D147 國小六年級 趙○岑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148 國小六年級 劉○勝 中華國小 台中市北區太

D149 國小六年級 劉○侑 忠孝國小 彰化市光華街

D150 國小六年級 劉○均 大同國小 苗栗縣苗栗市

D151 國小六年級 劉○萍 忠孝國小 彰化市彰草路

D152 國小六年級 劉○褘 竹圍國小 高雄市岡山區

D153 國小六年級 歐○瑩 海佃國小 台南市南區國

D154 國小六年級 蔣○臻 路竹國小 高雄市橋頭區

D155 國小六年級 蔡○妤 日新國小 台南市南區金

D156 國小六年級 蔡○辰 中正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

D157 國小六年級 蔡○廷 梓官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D158 國小六年級 蔡○潔 東山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

D159 國小六年級 蔡○岑 中山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

D160 國小六年級 鄭○卉 新興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

D161 國小六年級 鄭○蓁 豐安國小 雲林縣麥寮鄉

D162 國小六年級 鄭○薺 秀水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

D163 國小六年級 蕭○蓁 援中國小 高雄市梓官區

D164 國小六年級 蕭○涵 日新國小 台南市南區金

D165 國小六年級 賴○鈞 斗六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

D166 國小六年級 龍○霖 光武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

D167 國小六年級 謝○廷 馬蘭國小 台東縣台東市

D168 國小六年級 謝○芹 成功國小 宜蘭縣羅東鎮

D169 國小六年級 簡○宸 中芸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

D170 國小六年級 顏○融 忠孝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

D171 國小六年級 羅○巖 埔里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

D172 國小六年級 蘇○峰 永樂國小 台北市大同區

E001 國中組 丁○廷 陽明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002 國中組 丁○ 溪湖國中 彰化縣溪湖鎮

E003 國中組 方○穎 鷺江國中 新北市蘆洲區

E004 國中組 王○翔 神圳國中 台中市神岡區

E005 國中組 王○翔 中興國中 桃園市桃園區

E006 國中組 王○紘 豐東國中 台中市豐原區

E007 國中組 王○勛 神圳國中 台中市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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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8 國中組 王○淳 清水國中 台中市清水區

E009 國中組 安○庭 福誠國中 高雄市大寮區

E010 國中組 江○萱 精誠中學國中部 彰化縣員林市

E011 國中組 江○恩 明葉國中 高雄市鼓山區

E012 國中組 何○蓁 明仁國中 苗栗縣苗栗市

E013 國中組 何○蓉 鹿寮國中 台中市沙鹿區

E014 國中組 何○穎 嶺東中學國中部 台中市沙鹿區

E015 國中組 余○蓁 大華國中 台中市大雅區

E016 國中組 余○儒 協同國中 嘉義縣朴子市

E017 國中組 吳○涵 高雄餐旅國中 高雄市小港區

E018 國中組 吳○珍 新生國中 台東縣台東市

E019 國中組 吳○叡 陽明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020 國中組 吳○頡 鹿港國中 彰化縣鹿港鎮

E021 國中組 吳○德 蘭潭國中 嘉義市林森東

E022 國中組 吳○緯 蘭潭國中 嘉義市林森東

E023 國中組 吳○辰 明道中學 台中市大肚區

E024 國中組 吳○龍 竹南國中 苗栗縣竹南鎮

E025 國中組 吳○甫 陽明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026 國中組 吳○秀 東港國中 屏東縣東港鎮

E027 國中組 呂○原 苗栗國中 苗栗市復興路

E028 國中組 呂○浤 民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029 國中組 呂○珊 民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030 國中組 呂○安 新莊國中 新北市泰山區

E031 國中組 巫○倫 溪湖國中 彰化縣溪湖鎮

E032 國中組 巫○亦 中港國中 台中市大肚區

E033 國中組 李○碩 橋頭國中 高雄市橋頭區

E034 國中組 李○宸 溪湖國中 彰化縣大溪路

E035 國中組 李○叡 板橋國中 新北市板橋區

E036 國中組 李○凌 秀水國中 彰化縣秀水鄉

E037 國中組 李○菲 旭光高中國中部 南投縣草屯鎮

E038 國中組 李○茵 竹南國中 苗栗縣竹南鎮

E039 國中組 李○伶 東仁國中 雲林縣元長鄉

E040 國中組 李○宣 中興國中 南投市文化路

E041 國中組 李○全 龍井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042 國中組 杜○頷 中山國中 新北市板橋區

E043 國中組 周○宸 正心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044 國中組 林○傑 沙鹿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045 國中組 林○羚 清水國中 台中市清水區

E046 國中組 林○晴 彰興國中 彰化縣花壇鄉

E047 國中組 林○秀 橋頭國中 高雄市橋頭區

E048 國中組 林○慈 民雄國中 嘉義縣民雄鄉

E049 國中組 林○圻 中山國中 新北市板橋區

E050 國中組 林○佑 嘉興國中 高雄市岡山區

E051 國中組 林○萱 明仁國中 苗栗縣苗栗市

E052 國中組 林○岑 龍井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053 國中組 林○晴 嘉華國中 嘉義縣民雄鄉

E054 國中組 林○ 草屯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E055 國中組 林○賢 鳳甲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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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6 國中組 林○誼 岡山國中 高雄市橋頭區

E057 國中組 林○恩 正心中學初中部 雲林縣斗六市

E058 國中組 林○蓁 彰安國中 彰化市光華街

E059 國中組 虎○杰 明道中學 台中市西區向

E060 國中組 邱○芊 彰興國中 彰化市大埔路

E061 國中組 邱○瑜 中壢國中 桃園市中壢區

E062 國中組 邱○祐 竹崎高中國中部 嘉義縣竹崎鄉

E063 國中組 侯○希 彰安國中 彰化縣和美鎮

E064 國中組 姚○謙 東山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北屯區

E065 國中組 施○彤 蘭潭國中 嘉義市義教西

E066 國中組 施○廷 東山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太平區

E067 國中組 洪○瑀 曉明女中 台中市北區青

E068 國中組 洪○庭 五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069 國中組 洪○君 南投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E070 國中組 洪○ 鳳西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071 國中組 洪○詩 溪湖國中 彰化縣溪湖鎮

E072 國中組 紀○妮 龍津國中 台中市沙鹿區

E073 國中組 徐○晃 埔里國中 南投縣埔里鎮

E074 國中組 秦○ 營北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E075 國中組 張○延 台南市歸仁區

E076 國中組 張○杰 曙光女中國中部 新竹市北區東

E077 國中組 張○志 台南市歸仁區

E078 國中組 張○榕 曉明女中 台中市南區德

E079 國中組 張○薇 中正國中 新北市土城區

E080 國中組 張○蓁 南投國中 南投縣南投市

E081 國中組 張○維 斗六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082 國中組 張○銘 清水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083 國中組 張○瑩 昭明國中 台南市佳里區

E084 國中組 張○安 西苑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大雅區

E085 國中組 張○貽 中港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龍井區

E086 國中組 張○栯 彰安國中 彰化縣和美鎮

E087 國中組 張○輝 至善國中 台中市西屯區

E088 國中組 張○芬 名間國中 南投縣埔里鎮

E089 國中組 張○璿 聖功女中國中部 高雄市岡山區

E090 國中組 張○元 衛道中學 彰化縣北斗鎮

E091 國中組 曹○彤 潭秀國中 台中市潭子區

E092 國中組 梁○瑜 華盛頓中學國中部 台中市后里區

E093 國中組 梁○瑜 明道中學 彰化縣鹿港鎮

E094 國中組 梁○伃 彰安國中 彰化市光華街

E095 國中組 莊○民 營北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E096 國中組 許○群 道禾實驗中學 台中市西屯區

E097 國中組 郭○毅 金華國中 台北市萬華區

E098 國中組 陳○翰 五甲國中 高雄市林園區

E099 國中組 陳○溦 道明中學 高雄市黃興路

E100 國中組 陳○汝 鳳西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101 國中組 陳○希 精誠國中 彰化市景宗街

E102 國中組 陳○俞 龍井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103 國中組 陳○安 水里國中 南投縣水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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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4 國中組 陳○潔 朴子國中 嘉義縣朴子市

E105 國中組 陳○安 斗六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106 國中組 陳○禎 信義國中小 彰化市中山路

E107 國中組 陳○融 雲林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108 國中組 陳○宇 東大附中 台中市北區青

E109 國中組 陳○辰 龍津國中 台中市沙鹿區

E110 國中組 陳○云 彰安國中 彰化市三福街

E111 國中組 陳○雅 陽明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112 國中組 陳○瑄 右昌國中 高雄市左營區

E113 國中組 陳○馥 民德國中 台南市北區公

E114 國中組 陳○安 明道中學 彰化市大埔路

E115 國中組 陳○穎 明倫國中 彰化縣員林市

E116 國中組 陳○浚 西螺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117 國中組 陳○緯 竹南國中 苗栗縣竹南鎮

E118 國中組 陳○承 沙鹿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119 國中組 章○榳 中壢國中 桃園市中壢區

E120 國中組 粘○函 福興國中 彰化縣福興鄉

E121 國中組 曾○愷 宏仁國中 南投縣埔里鎮

E122 國中組 曾○軒 建國國中 苗栗縣頭份市

E123 國中組 曾○婷 居仁國中 台中市南屯區

E124 國中組 曾○凱 台南市歸仁區

E125 國中組 童○琁 衛道國中 台中市龍井區

E126 國中組 黃○溦 彰安國中 彰化縣伸港鄉

E127 國中組 黃○騏 斗六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128 國中組 黃○喬 金沙國中 金門縣金沙鎮

E129 國中組 黃○修 蘭潭國中 嘉義市金龍街

E130 國中組 黃○聖 蘭潭國中 嘉義市義教街

E131 國中組 黃○評 明道國中 彰化市埔西街

E132 國中組 黃○芯 朴子國中 嘉義縣東石鄉

E133 國中組 楊○涵 清水國中 台中市梧棲區

E134 國中組 楊○勳 鶯歌國中 新北市鶯歌區

E135 國中組 楊○呈 彰安國中 彰化市中正路

E136 國中組 楊○雯 神圳國中 台中市清水區

E137 國中組 楊○宇 大華國中 台中市潭子區

E138 國中組 楊○絜 衛道中學 台中市西屯路

E139 國中組 萬○輝 沙鹿國中 新北市三峽區

E140 國中組 葉○辰 照南國中 苗栗縣竹南鎮

E141 國中組 葉○瑄 明仁國中 苗栗縣苗栗市

E142 國中組 廖○晨 正心中學初中部 雲林縣斗六市

E143 國中組 熊○媺 國昌國中 高雄市楠梓區

E144 國中組 劉○庭 中港高中國中部 台中市梧棲區

E145 國中組 劉○妘 鳳山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146 國中組 蔡○遠 民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147 國中組 蔡○珊 名間國中 南投縣名間鄉

E148 國中組 蔡○紜 彰安國中 彰化市光華街

E149 國中組 蔡○庭 楠梓國中 高雄市楠梓區

E150 國中組 鄭○方 民生國中 嘉義市新興街

E151 國中組 盧○勛 鹿寮國中 台中市沙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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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2 國中組 盧○吟 陽明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153 國中組 盧○忠 青年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

E154 國中組 蕭○安 七賢國中 高雄市鼓山區

E155 國中組 蕭○婷 中興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E156 國中組 蕭○伃 國昌國中 高雄市梓官區

E157 國中組 賴○翰 大業國中 台中市南屯區

E158 國中組 賴○琳 斗六國中 雲林縣斗六市

E159 國中組 賴○磊 光德國中 台中市烏日區

E160 國中組 賴○方 文興中學 彰化縣員林市

E161 國中組 駱○ 鶯歌國中 新北市三峽區

E162 國中組 戴○蓁 鳳西國中 高雄市大寮區

E163 國中組 薛○哲 五福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164 國中組 謝○翰 營北國中 南投縣埔里鎮

E165 國中組 簡○星 八德國中 桃園市大溪區

E166 國中組 顏○楨 正興國中 高雄市三民區

E167 國中組 顏○涵 沙鹿國中 台中市沙鹿區

E168 國中組 魏○辰 建華國中 新竹市武陵路

E169 國中組 羅○晨 明仁國中 苗栗縣頭屋鄉

E170 國中組 嚴○慈 輔仁中學 嘉義縣水上鄉

E171 國中組 蘇○頤 大成國中 台南市南區金

F001 高中、大學 方○貞 師大附中 新北市新莊區

F002 高中、大學 王○甫 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

F003 高中、大學 王○勻 明道高中 台中市南屯區

F004 高中、大學 王○佑 國立苑裡高中 台中市龍井區

F005 高中、大學 王○硯 華盛頓高中 南投縣埔里鎮

F006 高中、大學 朱○儒 嘉義高中 嘉義市保安一

F007 高中、大學 江○頤 宜蘭高中 宜蘭縣頭城鎮

F008 高中、大學 江○瑜 彰化女中 彰化縣北斗鎮

F009 高中、大學 江○羽 海青工商 高雄市岡山區

F010 高中、大學 江○文 環球科大 雲林縣虎尾鎮

F011 高中、大學 余○宜 仁武高中 高雄市三民區

F012 高中、大學 吳○瑜 斗六高中 雲林縣斗六市

F013 高中、大學 吳○謙 東港高中 屏東縣東港鎮

F014 高中、大學 吳○祐 台南一中 台南市北區文

F015 高中、大學 吳○曆 僑光科大 嘉義市東義路

F016 高中、大學 吳○瑄 彰化師範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

F017 高中、大學 呂○伃 佳華中學 嘉義縣朴子市

F018 高中、大學 宋○珊 育英醫專 高雄市鳳山區

F019 高中、大學 李○汧 義守大學 高雄市大社區

F020 高中、大學 李○妤 國立苑高 苗栗縣苑裡鎮

F021 高中、大學 李○昌 海洋科技大學 高雄市大寮區

F022 高中、大學 李○萱 台灣藝術大學 台北市北投區

F023 高中、大學 汪○君 旭光高中 南投縣集集鎮

F024 高中、大學 卓○珉 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沙鹿區

F025 高中、大學 林○欣 嘉義女中 嘉義市東義路

F026 高中、大學 林○君 台南女中 高雄市橋頭區

F027 高中、大學 林○柔 斗六高中 雲林縣斗六市

F028 高中、大學 林○緯 淡江大學 台北市敦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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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9 高中、大學 林○玟 苗栗高中 苗栗縣頭份市

F030 高中、大學 林○威 黎明高中 台南市佳里區

F031 高中、大學 林○盺 高雄高中 高雄市岡山區

F032 高中、大學 林○儀 嘉義大學 彰化縣伸港鄉

F033 高中、大學 林○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新北市新店區

F034 高中、大學 林○亦 輔仁大學 新北市新莊區

F035 高中、大學 林○勳 岡山高中 高雄市路竹區

F036 高中、大學 林○祐 正心中學 雲林縣斗六市

F037 高中、大學 林○淵 彰化師大附工 彰化縣秀水鄉

F038 高中、大學 邵○雯 高雄女中 高雄市三民區

F039 高中、大學 邱○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

F040 高中、大學 施○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中市太平區

F041 高中、大學 洪○茹 鳳新高中 高雄市前鎮區

F042 高中、大學 洪○瑋 溪湖高中 彰化縣二林鎮

F043 高中、大學 洪○益 溪湖高中 彰化縣溪湖鎮

F044 高中、大學 洪○淇 高雄女中 高雄市左營區

F045 高中、大學 洪○苓 鳳山高中 高雄市前鎮區

F046 高中、大學 夏○儀 竹山高中 台中市北屯區

F047 高中、大學 徐○暉 中國醫藥大學 台中市石岡區

F048 高中、大學 時○萱 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五股區

F049 高中、大學 馬○驊 台北教育大學 新北市新莊區

F050 高中、大學 高○珈 松山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

F051 高中、大學 張○穎 南投高商 彰化縣芬園鄉

F052 高中、大學 張○菱 虎尾科技大學 南投縣埔里鎮

F053 高中、大學 張○嫻 台中市惠文高中 台中市大雅區

F054 高中、大學 張○然 天主教輔仁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

F055 高中、大學 張○棻 松山高中 新北市蘆洲區

F056 高中、大學 張○婕 世新大學 新北市汐止區

F057 高中、大學 張○瑄 中港高中 台中市大雅區

F058 高中、大學 張○依萱 台灣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

F059 高中、大學 張○靖哲 高雄市鳳山高中二年級 高雄市鳳山區

F060 高中、大學 張○安 豐原高商 台中市清水區

F061 高中、大學 梁○琪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福興鄉

F062 高中、大學 莊○宇 水里商工 南投縣水里鄉

F063 高中、大學 莊○涵 中正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

F064 高中、大學 莊○堂 屏東大學 高雄市子南區

F065 高中、大學 莊○晴 竹山高中 南投縣水里鄉

F066 高中、大學 許○宜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

F067 高中、大學 郭○瑋 台北科技大學 嘉義縣大林鎮

F068 高中、大學 郭○瑩 嘉義高商 嘉義縣大林鎮

F069 高中、大學 郭○發 台南市歸仁區

F070 高中、大學 陳○沂 曉明女中 台中市西屯區

F071 高中、大學 陳○羿 南投高中 南投縣水里鄉

F072 高中、大學 陳○妤 中正高中 高雄市三民區

F073 高中、大學 陳○琪 彰師附工 台中市龍井區

F074 高中、大學 陳○謙 長榮大學 高雄市鳥松區

F075 高中、大學 陳○昀 國立政治大學 台中市西屯區

F076 高中、大學 陳○閔 高雄女中 高雄市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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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77 高中、大學 陳○璇 台東大學 高雄市楠梓區

F078 高中、大學 陳○葳 鳳新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

F079 高中、大學 陳○諭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彰化市埔西街

F080 高中、大學 陳○瑜 中正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

F081 高中、大學 陳○豪 台南應用大學 高雄市楠梓區

F082 高中、大學 陳○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南投縣埔里鎮

F083 高中、大學 陳○潤 文山高中 高雄市三民區

F084 高中、大學 陳○善 亞洲大學 高雄市鳳山區

F085 高中、大學 陳○仲 台南市歸仁區

F086 高中、大學 陳○蓉 鳳新高中 高雄市楠梓區

F087 高中、大學 陳○安 高雄中學 高雄市鳳山區

F088 高中、大學 陳○璇 南開科技大學 南投縣埔里鎮

F089 高中、大學 陳○錚 德明科大 新北市土城區

F090 高中、大學 陳○璿 大明高中 台中市大里曲

F091 高中、大學 陳○為 台中二中 台中市龍井區

F092 高中、大學 陳○和 逢甲大學 高雄市鳥松區

F093 高中、大學 陳○芝 豐原高中 台中市沙鹿區

F094 高中、大學 陳○鴻 大葉大學 彰化市修辭路

F095 高中、大學 陳○ 平鎮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

F096 高中、大學 粘○婕 彰化女中 彰化縣福興鄉

F097 高中、大學 傅○綸 文藻大學 高雄市阿蓮區

F098 高中、大學 曾○玉 彰師附工 彰化市福山里

F099 高中、大學 曾○喩 鼓山高中 高雄市梓官區

F100 高中、大學 湯○諺 竹山高中 南投縣鹿谷鄉

F101 高中、大學 黃○綺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新店區

F102 高中、大學 黃○維 清水高中 台中市清水區

F103 高中、大學 黃○惇 靜宜大學 高雄市永安區

F104 高中、大學 黃○蓁 東方設計學院 高雄市永安區

F105 高中、大學 黃○鈞 忠信高中 新竹縣橫山鄉

F106 高中、大學 黃○瑜 新興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

F107 高中、大學 黃○珺 嘉義大學 台南市東區生

F108 高中、大學 黃○理 溪湖高中 彰化縣竹塘鄉

F109 高中、大學 黃○文 西苑高中 南投縣魚池鄉

F110 高中、大學 黃○詒 義守大學 高雄市橋頭區

F111 高中、大學 黃○文 道明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

F112 高中、大學 黃○珊 華盛頓中學 南投縣埔里鎮

F113 高中、大學 黃○正 南華大學 彰化縣員林市

F114 高中、大學 楊○臻 宜寧高中 台中市烏日區

F115 高中、大學 楊○承 卓蘭高中 台中市清水區

F116 高中、大學 溫○儀 明道高中 台中市后里區

F117 高中、大學 溫○ 東華大學 台中市南屯區

F118 高中、大學 葉○祐 台南市歸仁區

F119 高中、大學 葉○傑 惠文高中 台中市南屯區

F120 高中、大學 詹○頤 台中二中 南投縣水里鄉

F121 高中、大學 詹○嬡 台中二中 南投縣水里鄉

F122 高中、大學 趙○霈 彰師大 台中市北區文

F123 高中、大學 劉○萱 中國醫藥大學 台中市北區梅

F124 高中、大學 蔣○翰 中山醫藥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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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5 高中、大學 蔣○威 高雄高中 高雄市岡山區

F126 高中、大學 蔡○璨 台灣藝術大學 台中市大甲區

F127 高中、大學 蔡○樺 楊梅高中 桃園市楊梅區

F128 高中、大學 蔡○宏 嘉義高中 嘉義縣竹崎鄉

F129 高中、大學 蔡○君 台中市清水區

F130 高中、大學 蔡○宇 鼓山高中 高雄市岡山區

F131 高中、大學 蔡○佴 高雄高工 高雄市三民區

F132 高中、大學 蔡○恩 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

F133 高中、大學 蔡○玲 文華高中 台中市后里區

F134 高中、大學 鄭○ 屏東科技大學 苗栗縣後龍鎮

F135 高中、大學 鄭○岑 三民家商 高雄市鳳山區

F136 高中、大學 鄭○希 靜宜大學 彰化市彰水路

F137 高中、大學 鄭○靚 道明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

F138 高中、大學 鄭○得 大安高工 新北市三峽區

F139 高中、大學 蕭○儒 嘉義大學 雲林縣虎尾鎮

F140 高中、大學 賴○瑜 台南應用大學 台中市豐原區

F141 高中、大學 賴○毅 政治大學 彰化縣社頭鄉

F142 高中、大學 賴○亘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

F143 高中、大學 戴○旻 斗六家商 南投縣集集鎮

F144 高中、大學 薛○詣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

F145 高中、大學 薛○鈴 桃園市大溪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

F146 高中、大學 薛○瑋 桃園市大溪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

F147 高中、大學 薛○駿 桃園市大溪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

F148 高中、大學 謝○蕙 忠明高中 台中市龍井區

F149 高中、大學 簡○翰 明道高中 台中市大里區

F150 高中、大學 魏○芬 中國文化大學 台北市內湖區

F151 高中、大學 蘇○瑜 弘光科大 嘉義市雙竹街

F152 高中、大學 蘇○慧 台中一中 雲林縣斗六市

F153 高中、大學 蘇○蓁 台南高商 台南市金華路

F154 高中、大學 蘇○文 彰化師範大學 台中市梧棲區

F155 高中、大學 陳○萓 雲林縣古坑鄉

G001 社會組 丁○界 彰化縣和美鎮

G002 社會組 文○民 彰化縣二林鎮

G003 社會組 方○禪 台中市梧棲區

G004 社會組 王○馴 澎湖縣湖西鄉

G005 社會組 王○怡 台中市沙鹿區

G006 社會組 王○春 台中市南屯區

G007 社會組 王○軒 澎湖縣湖西鄉

G008 社會組 王○英 新北市信義區

G009 社會組 王○杏 台中市烏日區

G010 社會組 王○娟 南投縣埔里鎮

G011 社會組 王○福 苗栗縣竹南鎮

G012 社會組 王○嘉 台中市霧峰區

G013 社會組 王○婷 嘉義縣民雄鄉

G014 社會組 古○峰 台中市西屯區

G015 社會組 朱○勤 屏東縣長治鄉

G016 社會組 朱○儒 無提供地址資

G017 社會組 江○宗 台中市西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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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8 社會組 江○洧 雲林縣東勢鄉

G019 社會組 江○忠 雲林縣虎尾鎮

G020 社會組 何○郎 嘉義縣鹿草鄉

G021 社會組 何○珠 新竹縣芎林鄉

G022 社會組 何○浤 台中市南屯區

G023 社會組 何○華 新北市土城區

G024 社會組 吳○儒 台北市中正區

G025 社會組 吳○進 高雄市楠梓區

G026 社會組 吳○維 台北市南港區

G027 社會組 吳○娟 新北市中和區

G028 社會組 吳○琪 新北市樹林區

G029 社會組 呂○憲 高雄市三民區

G030 社會組 宋○國 嘉義縣鹿草鄉

G031 社會組 宋○翰 桃園市中壢區

G032 社會組 李○元 彰化縣二林鎮

G033 社會組 李○生 新竹市東區八

G034 社會組 李○叡 台中市南屯區

G035 社會組 李○鴻 高雄市大社區

G036 社會組 李○嶢 苗栗縣苑裡鎮

G037 社會組 沈○章 台南市南區新

G038 社會組 汪○璋 新北市新莊區

G039 社會組 周○珍 基隆市暖暖區

G040 社會組 林○瑀 雲林縣斗六市

G041 社會組 林○翔 台中市南屯區

G042 社會組 林○隆 台中市大里區

G043 社會組 林○鏞 基隆市東光路

G044 社會組 林○海 新北市瑞芳區

G045 社會組 林○梅 台中市后里區

G046 社會組 林○宏 彰化縣二林鎮

G047 社會組 林○萱 新竹市光華街

G048 社會組 林○佑 台中市南屯區

G049 社會組 林○宏 新竹市北區湳

G050 社會組 林○忠 林勇忠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東鎮

G051 社會組 林○佑 台中市沙鹿區

G052 社會組 林○豪 台中市南屯區

G053 社會組 林○鑫 新北市新莊區

G054 社會組 林○珍 台中市南屯區

G055 社會組 林○業 彰化縣和美鎮

G056 社會組 林○財 台中市豐原區

G057 社會組 林○月 彰化市中山路

G058 社會組 邱○偉 南投縣草屯鎮

G059 社會組 邱○經 新北市新莊區

G060 社會組 邱○敏 苗栗縣頭份市

G061 社會組 邱○卿 高雄市楠梓區

G062 社會組 邱○媛 台中市北屯區

G063 社會組 姜○任 台中市南屯區

G064 社會組 施○ 南投縣埔里鎮

G065 社會組 柯○男 台中市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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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6 社會組 柯○宗 南投縣南投市

G067 社會組 柯○喬 台中市西屯區

G068 社會組 柯○政 台中市和平區

G069 社會組 洪○昭 台中市東區東

G070 社會組 洪○昇 澎湖縣湖西鄉

G071 社會組 洪○秦 台東縣東河鄉

G072 社會組 紀○源 台中市梧棲區

G073 社會組 胡○宏 台中市南屯區

G074 社會組 胡○穎 台北市內湖區

G075 社會組 韋○珠 彰化縣和美鎮

G076 社會組 凌○穎 高雄市橋頭區

G077 社會組 徐○洋 桃園市楊梅區

G078 社會組 徐○英 台中市大里區

G079 社會組 徐○聰 台中市南屯區

G080 社會組 徐○威 桃園市八德區

G081 社會組 翁○修 高雄市三民區

G082 社會組 翁○彬 苗栗縣竹南鎮

G083 社會組 翁○利 嘉義縣鹿草鄉

G084 社會組 馬○瑞 台北市信義區

G085 社會組 張○竑 台中市南屯區

G086 社會組 張○慈 台中市南屯區

G087 社會組 張○育 台中市南屯區

G088 社會組 張○欽 南投市平和街

G089 社會組 張○德 台中市大里區

G090 社會組 張○維 台中市龍井區

G091 社會組 張○如 高雄市三民區

G092 社會組 張○芳 高雄市鳳山區

G093 社會組 張○民 台中市北屯區

G094 社會組 張○武 雲林縣斗六市

G095 社會組 張○福 新北市新莊區

G096 社會組 張○敏 台中市南屯區

G097 社會組 莊○賢 台中市吉峰國小 台中市霧峰區

G098 社會組 莊○益 台中市南屯區

G099 社會組 許○中 新北市淡水區

G100 社會組 許○蓮 桃園市中壢區

G101 社會組 郭○峰 屏東市棒球路

G102 社會組 郭○旭 台南市佳里區

G103 社會組 郭○瑔 嘉義市合江街

G104 社會組 郭○恆 台中市東勢區

G105 社會組 郭○鈞 高雄市楠梓區

G106 社會組 陳○興 台中市霧峰區

G107 社會組 陳○夫 高雄市橋頭區

G108 社會組 陳○順 澎湖縣湖西鄉

G109 社會組 陳○豪 嘉義市四維路

G110 社會組 陳○芬 台中市大里區

G111 社會組 陳○林 台北市忠孝東

G112 社會組 陳○河 台中市龍井區

G113 社會組 陳○利 南投縣埔里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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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4 社會組 陳○君 新北市中和區

G115 社會組 陳○卉 高雄市大寮區

G116 社會組 陳○廷 澎湖縣湖西鄉

G117 社會組 陳○瑩 新北市土城區

G118 社會組 陳○均 竹北高中 新竹縣竹北市

G119 社會組 陳○如 台中市南屯區

G120 社會組 陳○惠 南投縣埔里鎮

G121 社會組 陳○榮 彰化縣伸港鄉

G122 社會組 陳○貞 台北市內湖區

G123 社會組 陳○佑 雲林縣古坑鄉

G124 社會組 陳○騰 澎湖縣湖西鄉

G125 社會組 陳○ 南投縣魚池鄉

G126 社會組 陳○堡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台北市中正區

G127 社會組 陳○萓 雲林縣古坑鄉 改至高中、大學F155

G128 社會組 傅○榮 苗栗縣三灣鄉

G129 社會組 曾○媛 新竹縣竹北市

G130 社會組 湯○鐘 基隆市北寧路

G131 社會組 黃○宏 南郭國小 彰化市中正路

G132 社會組 黃○彬 台南市新營區

G133 社會組 黃○憲 台中市南屯區

G134 社會組 黃○潔 桃園市平鎮區

G135 社會組 黃○菁 重陽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

G136 社會組 黃○樺 新北市樹林區

G137 社會組 黃○怡 高雄市新興區

G138 社會組 黃○芬 福營國中 新北市新莊區

G139 社會組 黃○蓉 台中市南屯區

G140 社會組 黃○華 台北市內湖區

G141 社會組 黃○濱 南投市民族路

G142 社會組 黃○卿 雲林縣斗六市

G143 社會組 黃○悅 新竹縣竹東鎮

G144 社會組 黃○訢 台中市南屯區

G145 社會組 黃○雀 台中市大甲區

G146 社會組 黃○枝 國立嘉義高商 嘉義市東區東

G147 社會組 黃○儀 桃園市龜山區

G148 社會組 楊○瑩 高雄市楠梓區

G149 社會組 楊○銘 台中市南屯區

G150 社會組 楊○源 台南市東區裕

G151 社會組 楊○春 南投縣鹿谷鄉

G152 社會組 楊○雄 澎湖縣湖西鄉

G153 社會組 葉○君 台中市大安區

G154 社會組 葉○宏 台南市東區崇

G155 社會組 葉○文 草屯國中 南投縣草屯鎮

G156 社會組 葉○堂 雲林縣西螺鎮

G157 社會組 趙○鳳 台中市龍井區

G158 社會組 趙○岑 南投縣埔里鎮

G159 社會組 劉○福 台北市長安東

G160 社會組 劉○伃 高雄市三民區

G161 社會組 劉○平 苗栗縣苗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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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62 社會組 劉○芳 台中市沙鹿區

G163 社會組 劉○秋 南投縣草屯鎮

G164 社會組 劉○毅 彰化縣和美鎮

G165 社會組 潘○延 新北市新莊區

G166 社會組 潘○銘 新北市永和區

G167 社會組 蔡○瑩 楠梓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

G168 社會組 蔡○男 澎湖縣湖西鄉

G169 社會組 蔡○能 彰化縣二林鎮

G170 社會組 鄭○旻 台中市東勢區

G171 社會組 鄭○彰 彰化縣秀水鄉

G172 社會組 鄭○月 南投縣立日新國中 南投縣集集鎮

G173 社會組 鄭○元 新北市土城區

G174 社會組 鄭○誠 嘉義縣鹿草鄉

G175 社會組 盧○全 台中市南屯區

G176 社會組 盧○村 桃園市平鎮區

G177 社會組 蕭○珠 台北市中山區

G178 社會組 蕭○幸 台中市太平區

G179 社會組 賴○耀 台中市南區東

G180 社會組 賴○時 台中市美村路

G181 社會組 賴○嵩 台中市南屯區

G182 社會組 賴○ 新北市新莊區

G183 社會組 賴○吉 苗栗縣苗栗市

G184 社會組 謝○萍 高雄市三民區

G185 社會組 謝○宙 澎湖縣湖西鄉

G186 社會組 謝○琴 苗栗縣通霄鎮

G187 社會組 鍾○山 台中市西屯區

G188 社會組 簡○蓉 台中市大里區

G189 社會組 藍○英 南投縣埔里鎮

G190 社會組 藍○信 雲林縣斗南鎮

G191 社會組 藍○洋 台中市南屯區

G192 社會組 顏○潔 高雄市岡山區

G193 社會組 魏○香 台中市北屯區

G194 社會組 蘇○銘 台中市龍井區

G195 社會組 蘇○蓉 台中市南屯區

G196 社會組 蘇○棟 屏東市莊敬街

G197 社會組 龔○和 台中市南屯區

G198 社會組 姚○聰 台中市北屯區

H001 長青組 毛○台 台中市北屯區

H002 長青組 王○南 高雄市福安路

H003 長青組 王○鋒 台中市霧峰區

H004 長青組 王○珠 台北市大同區

H005 長青組 王○美 新北市永和區

H006 長青組 古○琦 桃園市楊梅區

H007 長青組 巧○彰 南投縣埔里鎮

H008 長青組 石○村 南投縣埔里鎮

H009 長青組 江○容 嘉義市東區東

H010 長青組 吳○平 台中市大里區

H011 長青組 吳○癸 高雄市苓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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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2 長青組 吳○光 新北市新店區

H013 長青組 吳○賢 台中市太平區

H014 長青組 吳○德 彰化縣鹿港鎮

H015 長青組 吳○生 台中市南屯區

H016 長青組 吳○馴 台中市龍井區

H017 長青組 呂○都 台北市北安路

H018 長青組 呂○貴 新竹縣關西鎮

H019 長青組 宋○終 台北市中正區

H020 長青組 李○林 台北市北投區

H021 長青組 李○正 苗栗縣竹南鎮

H022 長青組 李○蘭 台中市太平區

H023 長青組 李○珠 南投縣埔里鎮

H024 長青組 李○村 高雄市鳳山區

H025 長青組 李○榮 台中市神岡區

H026 長青組 沈○因 新北市淡水區

H027 長青組 沈○雲 台中市東區雙

H028 長青組 卓○豐 苗栗縣竹南鎮

H029 長青組 周○山 台中市西屯區

H030 長青組 周○男 高雄市鼓山區

H031 長青組 周○東 台南市新營區

H032 長青組 林○亮 南投縣埔里鎮

H033 長青組 林○枝 新北市三重區

H034 長青組 林○村 南投縣中興新

H035 長青組 林○都 台中市西區五

H036 長青組 林○鎮 新北市淡水區

H037 長青組 林○勇 新竹縣竹北市

H038 長青組 林○嬌 台南市新營區

H039 長青組 林○麗 新北市三重區

H040 長青組 林○妹 台中市東勢區

H041 長青組 林○禧 新北市新莊區

H042 長青組 林○宏 香草藝文書法社 彰化縣二林鎮

H043 長青組 林○娟 彰化市三福街

H044 長青組 林○記 南投縣南投市

H045 長青組 林○祿 新北市板橋區

H046 長青組 林○勝 基隆市東信路

H047 長青組 林○鶯 雲林縣土庫鎮

H048 長青組 林○勲 苗栗縣頭份市

H049 長青組 邱○春 台南市新營區

H050 長青組 侯○財 台南市新營區

H051 長青組 施○榮 高雄市楠梓區

H052 長青組 洪○禎 彰化縣彰化市

H053 長青組 胡○莉 高雄市左營區

H054 長青組 唐○建 台中市北屯區

H055 長青組 馬○魁 台中市豐原區

H056 長青組 高○佑 南投縣埔里鎮

H057 長青組 涂○盆 彰化縣埔心鄉

H058 長青組 張○龍 南投縣埔里鎮

H059 長青組 張○益 雲林縣斗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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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60 長青組 張○真 桃園市平鎮區

H061 長青組 張○盛 台中市大里區

H062 長青組 張○鈞 台中市豐原區

H063 長青組 張○珠 南投縣埔里鎮

H064 長青組 張○南 桃園市平鎮區

H065 長青組 張○珠 雲林縣斗六市

H066 長青組 張○綉 彰化縣秀水鄉

H067 長青組 張○仁 彰化縣員林市

H068 長青組 梁○喜 新北市新莊區

H069 長青組 莊○禎 彰化縣二林鎮

H070 長青組 莊○賢 台南市佳里區

H071 長青組 許○雄 基隆市仁一路

H072 長青組 許○塗 台中市大里區

H073 長青組 郭○珍 台中市大德街

H074 長青組 郭○敏 屏東縣屏東市

H075 長青組 陳○華 彰化市大埔路

H076 長青組 陳○彥 台中市北區榮

H077 長青組 陳○在 彰化縣彰化市

H078 長青組 陳○娥 台中市南區忠

H079 長青組 陳○婉 台北市北安路

H080 長青組 陳○華 宜蘭市民權路

H081 長青組 陳○芳 嘉義市東義路

H082 長青組 陳○毓 台中市大里區

H083 長青組 陳○棟 新北市瑞芳區

H084 長青組 陳○賀 彰化縣福興鄉

H085 長青組 陳○曾 台中市北屯區

H086 長青組 陳○安 台中市北屯區

H087 長青組 陳○東 台中市神岡區

H088 長青組 傅○霖 台中市神岡區

H089 長青組 彭○華 花蓮縣光復鄉

H090 長青組 曾○修 新竹縣竹北市

H091 長青組 曾○明 高雄市大寮區

H092 長青組 曾○沂 嘉義縣朴子市

H093 長青組 曾○郎 新竹縣竹北市

H094 長青組 游○輝 南投縣南投市

H095 長青組 程○生 台中市北區北

H096 長青組 程○竹 雲林縣西螺鎮

H097 長青組 黃○楦 宜蘭市自強路

H098 長青組 黃○吉 高雄市鼓山區

H099 長青組 黃○智 台中市東勢區

H100 長青組 黃○惠 台中市北區綏

H101 長青組 黃○絨 高雄市楠梓區

H102 長青組 黃○梅 南投縣南投市

H103 長青組 黃○財 屏東縣萬丹鄉

H104 長青組 黃○旗 苗栗縣頭份市

H105 長青組 黃○泉 台中市后里區

H106 長青組 黃○祥 台中市大里區

H107 長青組 黃○輝 台北市北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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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8 長青組 楊○護 嘉義市學府路

H109 長青組 楊○地 新北市淡水區

H110 長青組 溫○凱 新北市林口區

H111 長青組 葉○行 南投縣草屯鎮

H112 長青組 董○隆 台北市大同區

H113 長青組 董○秋 台中市南屯區

H114 長青組 詹○添 苗栗縣頭份市

H115 長青組 詹○朝 台中市豐原區

H116 長青組 劉○耀 新竹縣關西鎮

H117 長青組 劉○祈 台中市北區梅

H118 長青組 劉○雄 南投縣埔里鎮

H119 長青組 劉○明 台中市東勢區

H120 長青組 劉○ 雲林縣古坑鄉

H121 長青組 劉○士 彰化市文化里

H122 長青組 劉○銘 嘉義市東區長

H123 長青組 蔡○旭 台北市士林區

H124 長青組 蔡○美 宜蘭市南門里

H125 長青組 蔡○男 雲林縣斗六市

H126 長青組 蔡○林 彰化縣員林市

H127 長青組 鄭○華 高雄市楠梓區

H128 長青組 鄭○國 台中市北屯區

H129 長青組 鄭○爐 新北市淡水區

H130 長青組 鄭○仁 新北市土城區

H131 長青組 鄭○夫 台中市南區南

H132 長青組 鄧○ 台南市永康區

H133 長青組 黎○菊 新竹縣新埔鎮

H134 長青組 蕭○青 屏東縣屏東市

H135 長青組 蕭○松 新北市板橋區

H136 長青組 賴○壽 桃園市桃園區

H137 長青組 賴○淇 新北市板橋區

H138 長青組 薛○明 澎湖縣西嶼鄉

H139 長青組 謝○龍 彰化縣二林鎮

H140 長青組 謝○雄 苗栗縣苗栗市

H141 長青組 謝○美 新北市土城區

H142 長青組 謝○清 宜蘭縣宜蘭市

H143 長青組 謝○榮 苗栗縣苗栗市

H144 長青組 鍾○珍 南投市集集鎮

H145 長青組 顏○雄 雲林縣虎尾鎮

H146 長青組 顏○鳴 新北市板橋區

H147 長青組 魏○志 基隆市七堵區

H148 長青組 羅○慈 新北市新莊區

H149 長青組 羅○鎰 新竹縣新豐鄉

H150 長青組 蘇○敏 台中市東勢區

I001 篆刻組 王○琦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台中市沙鹿區

I002 篆刻組 王○鈞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中和區

I003 篆刻組 古○齊 台中市沙鹿區

I004 篆刻組 吳○緯 泓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安區

I005 篆刻組 李○財 台中市外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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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6 篆刻組 周○城 居仁國中 台中市南區五

I007 篆刻組 林○勲 屏東縣屏東市

I008 篆刻組 林○銘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

I009 篆刻組 林○田 中華電信研究院 桃園市楊梅區

I010 篆刻組 林○宜 台中市北屯區

I011 篆刻組 林○勳 彰化縣大園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

I012 篆刻組 林○勝 基隆市信義區

I013 篆刻組 林○池 桃園市八德區

I014 篆刻組 邱○庭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台中市北屯區

I015 篆刻組 姚○如 南投市南陽路

I016 篆刻組 施○友 台中市大里區

I017 篆刻組 洪○明 新北市新莊區

I018 篆刻組 張○豪華梵大學美術與文創碩士班台北市大安區

I019 篆刻組 張○庭 玉力美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

I020 篆刻組 莊○旺 光榮國民中學 台中市大里區

I021 篆刻組 陳○玲 台中市大里區

I022 篆刻組 陳○璽 高雄市三民區

I023 篆刻組 陳○平 彰化縣竹塘鄉

I024 篆刻組 陳○教 中科管理局 彰化縣員林市

I025 篆刻組 陳○茵 屏東縣屏東市

I026 篆刻組 曾○贒 台中市太平區

I027 篆刻組 游○姿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彰化縣員林市

I028 篆刻組 黃○華 台中市北區健

I029 篆刻組 黃○林 台中市西屯區

I030 篆刻組 黃○ 桃園市八德區

I031 篆刻組 黃○雄 屏東縣屏東市

I032 篆刻組 楊○恆 台中市大里區

I033 篆刻組 楊○婷 台北市士林區

I034 篆刻組 葉○霖 橫山國中 新北市淡水區

I035 篆刻組 劉○欣 南投縣鹿谷鄉

I036 篆刻組 鄭○安 公館國小代理教師 屏東縣屏東市

I037 篆刻組 蕭○如 桃園市楊梅區

I038 篆刻組 賴○和 台中市太平區

I039 篆刻組 賴○源 彰化縣員林市

I040 篆刻組 蘇○奇 新北市雙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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