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聯絡人 序號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聯絡人

正01 莊○禎 港西國小 六年級 莊○雯 正1 巫○婷 仁愛國小 四年級 巫○珍

正02 謝○宸 信義國小 二年級 王○雯 正2 巫○萱 中正國小 五年級 巫○珍

正03 張○綺 武崙國小 六年級 鄭○樺 正3 巫○和 中正國小 六年級 巫○珍

正04 莊○誠 港西國小 二年級 莊○雯 正4 詹○宜 仁愛國小 六年級 陳○綉

正05 楊○寬 七堵國小 四年級 辜○宜 正5 詹○函 仁愛國小 四年級 陳○綉

正06 黃○嫻 汐止國小 四年級 廖○怡 正6 陳○妃 二信小學 五年級 謝○怡

正07 梁○雁 聖心小學 二年級 李○雯 正7 蔡○宸 尚仁國小 五年級 紀○甯

正08 朱○茜 仁愛國小 六年級 江○彤 正8 曹○樂 士林國小 二年級 陳○婷

正09 蔡○鴻 武崙國小 二年級 藍○卉 正9 魏○恩 成功國小 六年級 戴○琦

正10 王○翔 建德國小 二年級 羅○旼 正10 陳○衡 七堵國小 五年級 張○筠

正11 郭○亦 信義國小 三年級 陳○霖 正11 黃○崴 八斗國小 三年級 趙○慧

正12 陳○璇 深美國小 四年級 劉○娟 正12 廖○岑 尚仁國小 六年級 劉○美

正13 鄭○賀 七堵國小 五年級 鄭○彥 正13 張○徹 北市大湖國小 二年級 潘○潔

正14 胡○豪 德和國小 二年級 曾○玉 正14 蘇○翰 信義國小 三年級 袁○晴

正15 張○仲 信義國小 二年級 黃○芳 正15 廖○蕎 七堵國小 四年級 鄧○滿

正16 吳○澔 武崙國小 四年級 高○真 正16 林○妍 七堵國小 四年級 張○珊

正17 謝○廷 信義國小 四年級 謝○峰 正17 林○媗 信義國小 五年級 林○正

正18 李○竑 聖心小學 五年級 謝○娥 正18 林○安 聖心國小 五年級 李○如

正19 黃○軒 武崙國小 四年級 林○鳳 正19 陳○榛 尚仁國小 五年級 林○菁

正20 謝○宸 信義國小 五年級 謝○峰 正20 黃○柏 仁愛國小 三年級 李○儒

正21 王○祐 中正國小 二年級 陳○雯 正21 王○之 建德國小 六年級 姚○芳

正22 林○柔 德和國小 四年級 陳○蜜 正22 黄○綺 中和國小 二年級 李○蘭

正23 何○恩 信義國小 五年級 劉○如 正23 劉○雨 長樂國小 五年級 簡○如

正24 周○源 碇內國小 二年級 萬○蘭 正24 陳○伊 尚仁國小 五年級 藍○雲

正25 黃○喬 聖心小學 五年級 楊○慧 正25 黃○鈞 港西國小 三年級 黃○勳

正26 蔡○汝 尚仁國小 二年級 陳○珊 正26 林○志 信義國小 五年級 藍○如

正27 蘇○縈 德和國小 三年級 王○精 正27 郭○睿 瑞芳國小 三年級 郭○三

正28 張○岑 德和國小 三年級 0912570*** 正28 巫○瑩 聖心國小 四年級 吳○君

正29 石○成 南榮國小 四年級 石○倉 正29 陳○妡 安樂國小 二年級 陳○儀

正30 謝○倢 仁愛國小 五年級 王○雯 正30 陳○溱 信義國小 二年級 林○澭

正31 顏○恩 武崙國小 二年級 林○雯 正31 林○穎 仁愛國小 四年級 林○慶

正32 李○錡 建德國小 四年級 周○伂 正32 黃○翔 信義國小 四年級 黃○平

正33 余○叡 長興國小 三年級 林○櫻 正33 傅○粼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柯○靖

正34 王○勳 仁愛國小 三年級 楊○惠 正34 羅○真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柯○靖

正35 蔡○宇 信義國小 二年級 曾○婷 正35 林○廷 仁愛國小 三年級 許○真

正36 胡○雅 信義國小 六年級 謝○瑜 正36 張○筑 信義國小 三年級 簡○宣

正37 鄭○承 武崙國小 四年級 李○玉 正37 張○鈞 信義國小 五年級 簡○宣

正38 龔○瑄 建德國小 四年級 黃○璿 正38 郭○齊 聖心國小 四年級 劉○婷

正39 張○嫣 七堵國小 四年級 陳○璇 正39 郭○齊 聖心國小 二年級 劉○婷

正40 蕭○耘 建德國小 四年級 賴○娟 正40 王○程 秀山國小 二年級 謝○玲

正41 陳○彤 安樂國小 四年級 李○娜 正41 簡○圻 信義國小 二年級 邱○婷

正42 潘○婷 信義國小 二年級 潘○成 正42 邱○辰 建德國小 四年級 邱○萍

正43 羅○樹 建德國小 三年級 羅○輝 正43 陳○叡 秀山國小 二年級 謝○玲

正44 程○賢 中正國小 六年級 張○菁 正44 邱○呈 建德國小 四年級 邱○萍

正45 李○宇 仁愛國小 三年級 李○秋 正45 陳○崑 信義國小 三年級 劉○婷

正46 吳○廷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洪○絲 正46 邱○湞 二信小學 五年級 邱○萍

正47 張○心 深澳國小 三年級 吳○慧 正47 陳○真 信義國小 二年級 劉○婷

正48 李○諾 碇內國小 二年級 李○秋 正48 吳○郡 聖心國小 二年級 吳○琳

正49 潘○鑫 中正國小 三年級 潘○成 正49 彭○晏 信義國小 六年級 彭○浩

正50 吳○寬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洪○絲 正50 鄭○捷 仁愛國小 五年級 吳○琳

備01 李○誼 成功國小 三年級 李○龍 備01 李○安 信義國小 三年級 呂○雯

備02 鄭○恩 七堵國小 二年級 鄭○恩 備02 張○晴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李○芬

備03 張○實 北市大湖國小 四年級 潘○潔 備03 林○翔 信義國小 二年級 林○正

備04 張○和 碇內國小 四年級 蘇○玲 備04 林○軒 尚仁國小 三年級 吳○蘭

備05 黃○閔 建德國小 六年級 鄭○怡 備05 陳○穎 尚仁國小 六年級 陳○容

備06 吳○函 吳○函 四年級 劉　○ 備06 鄭○豪 德和國小 六年級 蕭○樺

備07 胡○翔 德和國小 六年級 曾○玉 備07 連○辰 碇內國小 四年級 鄭○巧

備08 任○睿 二信國小 三年級 任○興 備08 黃○軒 信義國小 五年級 曾○珠

備09 李○凱 仁愛國小 三年級 游○婷 備09 李○蕾 武崙國小 二年級 李○珍

備10 吳○佑 暖西國小 三年級 吳○宜 備10 黃○恩 信義國小 四年級 曾○珠

＊正取人員請於1月16日前完成「繳費」逾期視同放棄，ATM或網路轉帳完成請來電(2420-2701分機814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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