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件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B001 505 鹿東國小 五年七班 林楷謀 吳雅嵐

B002 502 芬園國小 六年乙班 張宛心 黃圳守

B003 510 靜修國小 六年七班 周思穎 石育倫

B004 510 靜修國小 六年十一班 黃子育 吳弘政

B005 510 靜修國小 五年十二班 張以辰 吳弘政

B006 506 永豐國小 六年甲班 楊宸羽 蔡綉鈴

B007 515 村東國小 六年乙班 吳孟茹 蕭美珍

B008 502 芬園國小 五年丙班 何亞宣 莊雅鈴

B009 502 芬園國小 五年甲班 蔡安昱 梁怡棉

B010 514 東溪國小 五年甲班 鐘榆喬 楊麗雅

B011 500 民生國小 六年10班 陳宥蓁 楊蕙珊

B012 510 僑信國小 五年八班 曾羿軒 邱慧珍

B013 510 僑信國小 六年十班 張語家 邱慧珍

B014 514 湖北國小 六年四班 徐上閔 黃曼宣

B015 521 萬來國小 五年4班 陳柏誠 廖詩欣

B016 523 埤頭國小 六年乙班 許維真 廖偉秀

B017 523 埤頭國小 五年甲班 林昕葶 廖偉秀

B018 514 湖東國小 六年五班 巫媁靜 林珮如

B019 514 湖東國小 六年四班 黃瀅亘 陳玉鈴

B020 510 僑信國小 六年三班 施昭龍 楊麗月

B021 524 南州國小 六年甲班 程靖涵 陳英惠

B022 524 南州國小 五年甲班 程冠睿 陳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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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3 524 南州國小 五年甲班 吳穎妍 陳英惠

B024 504 馬興國小 五年甲班 林意倫 簡麗貴

B025 500 東芳國小 五年仁班 蕭秭芸 粘憲文

B026 510 員東國小 五年丙班 劉籽均 吳淑容

B027 506 大興國小 六年甲班 唐佑程 陳宏昌

B028 506 大興國小 五年乙班 黃梓宜 許正源

B029 528 漢寶國小 六年甲班 施瀚翔 施惠紋

B030 528 路上國小 六年忠班 謝怡庭 柯儀婷

B031 516 埔鹽國小 六年乙班 紀豐澤 陳育聖

B032 512 永靖國小 五年6班 劉庭丞 黃國棟

B033 512 永靖國小 五年6班 劉翃宇 黃國棟

B034 514 湖北國小 六年三班 許芝瑄 楊麗香

B035 525 長安國小 六年甲班 洪俐琦 陳英惠

B036 525 長安國小 六年甲班 林俞均 陳英惠

B037 525 長安國小 五年甲班 陳靖文 陳英惠

B038 525 長安國小 五年甲班 詹子蕓 陳英惠

B039 510 青山國小 5年孝班 謝明儒 李啟冠

B040 510 靜修國小 六年2班 林裕玹 王志龍

B041 510 靜修國小 六年8班 游宸又 王志龍

B042 510 靜修國小 六年8班 劉宜叡 王志龍

B043 526 中正國小 五年四班 張恩銓 程慈敏

B044 500 大竹國小 五年三班 王于誠 雲淑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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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5 500 大竹國小 五年五班 江炘鎧 雲淑媚

B046 500 大竹國小 五年六班 陳緯璇 雲淑媚

B047 500 大竹國小 六年五班 李宜樺 雲淑媚

B048 510 僑信國小 六年五班 陳宥程 方勝雄

B049 510 僑信國小 五年八班 江家瑄 鄒世麟

B050 510 僑信國小 六年三班 陳玠華 楊麗月

B051 500 平和國小 五年四班 杜家睿 胡順興

B052 500 中山國小 五年七班 徐睿芸 林宜和

B053 510 靜修國小 六年九班 劉芸秀 呂昭韻

B054 510 靜修國小 六年七班 陳佳妤 石育倫

B055 510 靜修國小 六年六班 洪苓瑋 謝春宣

B056 516 好修國小 六年甲班 施盈君 梁錦鳳

B057 526 二林國小 5年3班 洪睦鈞 吳昭瑩

B058 521 北斗國小 五年甲班 江莛芊 莊佳芹

B059 521 北斗國小 六年乙班 詹丞勛 蔡期銜

B060 521 北斗國小 六年乙班 曹嘉芳 蔡期銜

B061 521 北斗國小 六年丙班 魏敬餘 蒲香君

B062 521 北斗國小 六年丙班 林晏慈 蒲香君

B063 521 北斗國小 六年丁班 蕭云華 劉曉縈

B064 521 北斗國小 六年戊班 黃湘容 鄭淑華

B065 510 員林國小 6年7班 朱韋蓁 游永吉

B066 510 員林國小 6年7班 周彧如 游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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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7 510 員林國小 6年8班 黃稚勻 游永吉

B068 510 員林國小 6年8班 江芯寧 游永吉

B069 510 員林國小 6年1班 江佳穎 游永吉

B070 510 員林國小 6年10班 陳以玹 游永吉

B071 510 員林國小 5年3班 陳俞瑾 游永吉

B072 510 員林國小 5年5班 莊令孜 游永吉

B073 510 員林國小 5年8班 黃詩甯 游永吉

B074 510 員林國小 5年10班 周沅翰 游永吉

B075 510 員林國小 5年7班 林以宸 游永吉

B076 510 員林國小 5年1班 游家豪 游永吉

B077 510 員林國小 5年6班 賴思齊 游永吉

B078 510 員林國小 5年4班 魏旻淨 游永吉

B079 520 田中國小 605 賴承俞 黃順平

B080 520 田中國小 604 陳金源 黃順平

B081 520 田中國小 605 楊弘任 黃順平

B082 510 育英國小 五己 曹芸甄 吳如玉

B083 510 育英國小 五己 黃鈺評 吳如玉

B084 521 螺陽國小 六年甲班 游皓鈞 陳英惠

B085 510 僑信國小 六年八班 江兆恩 賴慧美

B086 524 圳寮國小 六年甲班 黃采穎 陳英惠

B087 524 圳寮國小 六年甲班 廖芸婕 陳英惠

B088 524 圳寮國小 六年甲班 蔡昆諺 陳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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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9 524 圳寮國小 五年甲班 葉芳穎 陳英惠

B090 524 圳寮國小 五年甲班 謝煜蘋 陳英惠

B091 521 北斗國小  六丁 張家郡 林素甄

B092 511 舊社國小 六年孝班 柳宇祐 周栢洲

B093 505 鹿東國小 507 許栢豪 謝佩宜

B094 520 新民國小 501 陳鈺婷 董麗鳳

B095 520 新民國小 604 蕭育蓁 董麗鳳

B096 512 永靖國小 五年2班 林宥萱 邱秀惠

B098 510 僑信國小 五年八班 曾子蘋 鄒世麟

B099 510 僑信國小 六年八班 賴泊穅 邱慧珍

B100 510 僑信國小 六年八班 范恩齊 賴慧美

B101 510 員林國小 6年1班 許永顗 游永吉

B102 504 明正國小 五年戊班 陳旖 許士凱

B103 510 員林國小 6年4班 陳宥翰 張倍源

B104 510 員林國小 6年12班 沈恩瀚 張倍源

B105 510 青山國小 五年仁班 謝瑜禾 張倍源

B106 510 員林國小 5年5班 鄭如韞 張倍源

B107 504 明正國小 六年丙班 許依慈 許士凱

B108 510 員林國小 5年5班 江芷嫻 張倍源

B109 504 明正國小 五年己班 周品安 劉洸良

B110 500 平和國小 五年三班 賴宣羽 許忠榕

B111 500 平和國小 六年七班 賴宥慈 杜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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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2 522 南鎮國小 六甲 朱雨謙 葉馨鎂

B113 522 南鎮國小 五甲 蕭壹宸 葉馨鎂

B114 522 南鎮國小 五甲 陳祐儀 葉馨鎂

B115 522 南鎮國小 五甲 邱語宸 葉馨鎂

B116 523 中和國小 六年乙班 江宜樺 陳英惠

B117 500 忠孝國小 六年9班 柯艿彣 林家男

B118 500 忠孝國小 5年9斑 梁芷瑀 黃佩萱

B119 510 員東國小 六年甲班 吳碩珉 劉世強

B120 500 民生國小 六年9班 黃禹誠 黃文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