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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吳翊安 光華國小 010001 台北 余浩毓 復興國小 010046

台北 吳寶翔 新泰國小 010002 台北 吳昱辰 安坑國小 010047

台北 周辰恩 私立復興小學 010003 台北 吳若君 金華國小 010048

台北 周詰泰 樹林國小 010004 台北 呂佳駿 正濱國小 010049

台北 張芷薰 海山國小 010005 台北 李晏蓉 中山國小 010050

台北 張皓庭 義學國小 010006 台北 林玠呈 莒光國小 010051

台北 莊子玄 義學國小 010007 台北 林淨瑩 正濱國小 010052

台北 陳晏方 新生國小 010008 台北 林登科 昌隆國小 010053

台北 陳駿逸 健康國小 010009 台北 施承佑 安坑國小 010054

台北 黃羿齊 百齡國小 010010 台北 洪珮瑜 奎山國小 010055

台北 臧雨軒 復興國小 010011 台北 洪紹瑋 奎山國小 010056

台北 蕭梓宏 新生國小 010012 台北 徐哲瑋 秀朗國小 010057

台北 謝盛全 文林國小 010013 台北 高秉麟 海山國小 010058

台北 丁昱崴 市立昌隆國小 010014 台北 張曦勻 敦化國小 010059

台北 丁昱鈞 市立昌隆國小 010015 台北 郭晨維 板橋國小 010060

台北 王邦宇 市立東信國小 010016 台北 陳怡臻 樂利國小 010061

台北 王凱弘 市立埔墘國小 010017 台北 陳虹伶 蘆洲國小 010062

台北 田予嫣 市立忠義國小 010018 台北 曾子容 安坑國小 010063

台北 朱哲賢 市立板橋國小 010019 台北 游曜嶸 正濱國小 010064

台北 江浩弘 市立文德國小 010020 台北 黃仲辰 丹鳳國小 010065

台北 吳詩茜 市立景興國小 010021 台北 溫柏融 秀朗國小 010067

台北 李奕欣 市立板橋國小 010022 台北 廖冠維 正濱國小 010068

台北 林平浩 市立榮富國小 010023 台北 劉智翔 安坑國小 010069

台北 林亦均 市立中港國小 010024 台北 蔡翔宇 板橋國小 010070

台北 林則均 市立雙園國小 010025 台北 蕭定緯 秀朗國小 010071

台北 林奕杉 市立海山國小 010026 台北 戴瑞廷 丹鳳國小 010072

台北 林詩芸 市立南湖國小 010027 台北 簡誠佑 濱江國小 010073

台北 侯以蕾 市立實踐國小 010028 台南 鄭丞鎧 國立臺南大學附

小
010074

台北 徐其安 台北市立教大附

小
010029 宜蘭 林榆翔 光復國小 010075

台北 張子靖 市立武崙國小 010030 宜蘭 陸奕昌 七賢國小 010076

台北 張庭葳 市立天母國小 010031 宜蘭 蔡惠伍 中道國小 010077

台北 許紫翎 市立安溪國小 010032 南投 古千昀 縣立埔里國小 010078

台北 郭羽芹 市立興隆國小 010033 苗栗 林芃萱 建國國小 010079

台北 陳芸 市立百齡國小 010034 苗栗 賴彥利 建國國小 010080

台北 陳彥宇 市立敦化國小 010035 桃園 甘佳玉 雙龍國小 010081

台北 陳重光 市立榮富國小 010036 桃園 吳雅倫 龍潭國小 010082

台北 陳蓉楨 市立光復國小 010037 桃園 李宇祥 龍潭國小 010083

台北 黃廷睿 市立敦化國小 010038 桃園 宗紹樑 新勢國小 010084

台北 黃孟瑄 市立敦化國小 010039 桃園 邱慈慧 龍星國小 010085

台北 黃政閔 市立敦化國小 010040 桃園 洪世帆 龍星國小 010086

台北 謝旻燁 市立敦化國小 010041 桃園 莫子誼 龍星國小 010087

台北 謝博丞 私立奎山中學附

小
010042 桃園 劉啟宇 龍星國小 010088

台北 簡妤真 市立板橋國小 010043 桃園 蔡宇峰 龍星國小 010089

台北 王丞頤 泰山國小 010044 桃園 蔡宜庭 雙龍國小 010090

台北 何晉宇 安坑國小 010045 桃園 蔡懷陞 雙龍國小 0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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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鍾謹隆 龍星國小 010092

桃園 朱家駒 縣立大成國小 010093

桃園 黃昱喆 縣立文華國小 010094

新竹 田宗翰 博愛國小 010095

新竹 吳侑恩 信勢國小 010096

新竹 吳念萱 十興國小 010097

新竹 忻緯柏 博愛國小 010098

新竹 林昀諒 十興國小 010099

新竹 黃承彥 十興國小 010100

新竹 賴秉陞 六家國小 010101

彰化 施名哲 大村國小 010102

彰化 許智翔 鹿港國小 010103

台北 王為元 市立三玉國小 010104

台北 何丞翊 天母國小 010105

台北 何振維 天母國小 010106

台北 林於衡 天母國小 010107

台北 邵睿庠 天母國小 010108

台北 張博宇 天母國小 010109

台北 許芷葳 天母國小 010110

台北 許瑋容 天母國小 010111

台北 陳柏棆 士東國小 010112

台北 陳翊彰 天母國小 010113

台北 黃炳哲 天母國小 010114

台北 楊承翰 天母國小 010115

台北 劉漢唯 天母國小 010116

台北 魏趨岩 天母國小 01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