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梯次女生

107.07.09~07.13

第二梯次女生

107.07.16~07.20

第三梯次女生

107.08.06~08.10

第四梯次女生

107.08.13~08.17

第一梯次男生

107.07.09~07.13

第二梯次男生

107.07.16~07.20

第三梯次男生

107.08.06~08.10

第四梯次男生

107.08.13~08.17

李0臻 大同 國小 吳0嬅 大同 國小 楊0宣 大林 國小 林0頤 大林 國小 劉0豪 三和 國小 陳0菖 大同 國小 江0廷 大林 國小 黃0皓 大林 國小
林0縈 大同 國小 王0婷 民雄 國小 簡0紜 大林 國小 張0純 大林 國小 王0寓 大同 國小 蔡0弦 大同 國小 江0霖 大林 國小 吳0誠 平林 國小
胡0心 大同 國小 侯0妤 民雄 國小 吳0欣 文昌 國小 楊0宇 大林 國小 李0穎 大同 國小 葉0杰 太和 國小 郭0瑨 大林 國小 高0鈞 平林 國小
黃0涵 大同 國小 張0庭 民雄 國小 林0茹 月眉 國小 蔣0岑 平林 國小 楊0叡 大同 國小 吳0廷 文昌 國小 塗0濤 大林 國小 曾0茗 平林 國小
謝0玹 大同 國小 凃0之 同仁 國小 賴0秀 月眉 國小 王0情 民雄 國小 江0宏 大林 國小 呂0達 文昌 國小 李0宇 文昌 國小 楊0睿 平林 國小
林0悠 大崎 國小 劉0旼 同仁 國小 林0宇 水上 國小 蔡0琍 民雄 國小 江0脩 大林 國小 范0瑋 水上 國小 林0崙 文昌 國小 田0綱 民雄 國小
莊0歆 水上 國小 呂0臻 朴子 國小 賴0蓁 水上 國小 吳0靜 安東 國小 許0睿 大林 國小 劉0齊 北回 國小 章0鈞 文昌 國小 溫0辰 民雄 國小
何0涵 民雄 國小 呂0瑄 朴子 國小 賴0文 水上 國小 侯0聿 安東 國小 陳0得 大林 國小 葉0庭 平林 國小 陳0衡 文昌 國小 劉0岳 民雄 國小
林0麒 民雄 國小 劉0妡 朴子 國小 蘇0愛 水上 國小 詹0樂 竹崎 國小 黃0閔 文昌 國小 吳0中 民和 國小 曾0皓 文昌 國小 蔡0捷 民雄 國小
陳0瑀 民雄 國小 呂0葶 竹崎 國小 林0穎 平林 國小 鄧0予 秀林 國小 徐0駿 北回 國小 林0杰 安東 國小 賴0禔 水上 國小 涂0睿 朴子 國小
曾0涵 民雄 國小 徐0旋 竹崎 國小 陳0儀 平林 國小 陳0晏 祥和 國小 曾0舶 布袋 國小 余0祐 朴子 國小 蘇0恩 水上 國小 楊0霖 朴子 國小
蕭0勻 民雄 國小 徐0瑩 竹崎 國小 黃0維 平林 國小 曾0婕 祥和 國小 何0洋 民雄 國小 李0稼 朴子 國小 黃0琦 民雄 國小 劉0頡 朴子 國小
陳0妤 朴子 國小 張0綺 東榮 國小 劉芯O 平林國小 賴0琳 祥和 國小 官0立 朴子 國小 林0禔 朴子 國小 龔0翔 安東 國小 朱0宇 竹崎 國小
林0慈 竹崎 國小 黃0沂 東榮 國小 劉0妘 平林 國小 黃0軒 新港 國小 蕭0瑋 朴子 國小 陳0嘉 朴子 國小 邱0宇 朴子 國小 何0鍇 竹崎 國小
葉0柔 南新 國小 陳0嘉 南新 國小 劉0雅 平林 國小 張0蓁 溪口 國小 王0麟 竹崎 國小 黃0霖 朴子 國小 翁0廷 朴子 國小 呂0翰 秀林 國小
劉0涵 南新 國小 蘇0怡 南新 國小 蘇0綺 平林 國小 林0軒 福樂 國小 黃0善 竹崎 國小 溫0維 南新 國小 張0翰 朴子 國小 楊0鈞 秀林 國小
賴0彣 柳林 國小 吳0妤 祥和 國小 涂0瑜 朴子 國小 吳0嬅 興中 國小 賴0杰 竹崎 國小 王0誠 茶山 國小 湯0銘 朴子 國小 彭0毅 和睦 國小
林0筠 祥和 國小 黏瀞O 祥和國小 朱0瑩 竹崎 國小 許0真 興中 國小 李0益 南新 國小 王0銘 茶山 國小 黃0齊 朴子 國小 李0郝 東榮 國小
陳0珮 祥和 國小 粘0云 祥和 國小 江0諠 南新 國小 葉0毅 南新 國小 黃丞O 祥和國小 鄭0文 朴子 國小 游0勝 東榮 國小
黃0睿 祥和 國小 謝0珊 祥和 國小 黃0淳 南新 國小 林0熹 祥和 國小 黃0睿 祥和 國小 黃0叡 社口 國小 鄧0廷 鹿滿 國小
黃0皪 祥和 國小 莊0綺 新埤 國小 盧0喬 鹿滿 國小 黃0源 祥和 國小 嚴0碩 祥和 國小 吳0宇 南新 國小 余0軍 福樂 國小
謝0旻 祥和 國小 黃0綺 新埤 國小 吳0蓉 新埤 國小 洪0凱 義竹 國小 陳0穎 瑞里 國小 黃0陞 南新 國小 吳0諺 福樂 國小
丁0瑄 義竹 國小 邱0臻 平林 國小 蔡0諭 義竹 國小 陳0華 灣內 國小 羅0森 社口 國小 沈0丞 祥和 國小 黃0甫 福樂 國小
邱0靚 義竹 國小 吳0育 社口 國小 曾0鑫 祥和 國小 王0凱 文昌 國小
洪0嫻 義竹 國小 蔡0軒 祥和 國小 羅0禓 興中 國小
陳0筠 福樂 國小 林0咏 新港 國小
陳0涵 興中 國小 詹0承 灣內 國小
黃0淳 興中 國小

女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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