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錄取名單 
第一梯 

 
呂○恬 文元國小 林○宥 賢北國小 張○源 國安國小 詹○昀 忠孝國小 

劉○樂 忠義國小 陳○泰 忠義國小 黃○堯 國安國小 紀○暘      進德國小 

邱○樂 文元國小 盧○迦 博愛國小 莊○翔 國安國小 黃○翔 忠孝國小 

方○儀 海佃國小 林○曄 石門國小 莊○妮 國安國小 祝○諭           忠孝國小 

陳○玗 文元國小 陳○勛 億載國小 周○妮 國安國小 巫○諺            永隆國小 

房○恩 安慶國小 潘○芊 進學國小 許○瑋 國安國小 潘○宇                永隆國小 

陳○嫣 億載國小 李○恆 忠義國小 許○馨 國安國小 薛○恩 惠文國小 

李○妤 忠義國小 王○喬 賢北國小 湯○恩 惠來國小 郭○謙            大同國小    

吳○安 西門國小 劉○希 新南國小 湯○庭 惠來國小 林○洧 忠孝國小 

王○祈 石門國小 李○愛 東光國小 顧○懷 惠來國小 葉○恩          賴厝國小 

黃○錡 西門國小 李○讚 進學國小 顧○睿 惠來國小 林○維  賴厝國小 

陳○恩 文元國小 王○忻 億載國小 周○靖 惠來國小 蔡○彤  忠信國小 

袁○勛 億載國小 陳○璽 新南國小 周○濤 永安國小 楊○聿    中教大實小 

張○涓 賢北國小 高○益 億載國小 葉○丞 興隆國小 張○箖 賴厝國小 

李○芸 南大附小 邱○徫 大成國小 葉○妤 興隆國小 杜○縉 忠孝國小 

黃○恩 億載國小 謝○同 外社國小 黃○廷 興隆國小 柯○彤 新營國小 

林○承 海佃國小 劉○愷 成功國小 吳○翰 興隆國小 蔡○祐 建德國小 

吳○比 西門國小 黃○容 建德國小 吳○菲 興隆國小 林○頤 光復國小 

王○恆 億載國小 李○叡 建德國小 詹○羽 東門國小 劉○鑫 篤行國小 

江○涵 安平國小 范○恩 建德國小 詹○茵 東門國小 楊○晴 內埔國小 

吳○依 勝利國小 張○瑄 國安國小 黃○溱 東門國小   

 

  

科學體驗線上玩



 

第二梯 

 
邱○徫 大成國小 黃○廷 興隆國小 李○浩 溪尾國小 歐○子朔 成功國小 

謝○同 外社國小 吳○翰 興隆國小 孫○彬 溪尾國小 陳○㚬 南崁國小 

劉○愷 成功國小 吳○菲 興隆國小 李○駖 溪尾國小 陳○翎 南崁國小 

黃○容 建德國小 詹○羽 東門國小 梁○語 溪尾國小 林○柔 光明國小 

李○叡 建德國小 詹○茵 東門國小 林○芫 溪尾國小 吳○承 南崁國小 

范○恩 建德國小 黃○溱 東門國小 李○樺 溪尾國小 李○銘 錦興國小 

張○瑄 國安國小 詹○昀 忠孝國小 洪○茗 溪尾國小 吳○萱 南崁國小 

張○源 國安國小 紀○暘      進德國小 洪○棋 溪尾國小 蔡○祐 建德國小 

黃○堯 國安國小 黃○翔 忠孝國小 李○晉 溪尾國小 劉○鑫 篤行國小 

莊○翔 國安國小 祝○諭           忠孝國小 黃○杰 溪尾國小 楊○晴 內埔國小 

莊○妮 國安國小 巫○諺            永隆國小 林○嘉 溪尾國小 陳○諺 永安國小 

周○妮 國安國小 潘○宇                永隆國小 楊○豪 溪尾國小 蘇○晴 龍山國小 

許○瑋 國安國小 薛○恩 惠文國小 林○丞 溪尾國小 林○晏 大新國小 

許○馨 國安國小 郭○謙            大同國小     卓○軍 溪尾國小 李○恩 忠孝國小 

湯○恩 惠來國小 林○洧 忠孝國小 林○霓 溪尾國小 黃○喬 追分國小 

湯○庭 惠來國小 葉○恩          賴厝國小 賴○嫺 成功國小 江○劼 東門國小 

顧○懷 惠來國小 林○維  賴厝國小 柯○霆 成功國小 陳○謙 義興國小 

顧○睿 惠來國小 蔡○彤  忠信國小 譚○真 成功國小 徐○韋 陽光國小 

周○靖 惠來國小 楊○聿    中教大實小 蔡○謙 成功國小 陳○希 中山國小 

周○濤 永安國小 張○箖 賴厝國小 蘇○熹 成功國小 李○宇 六寶國小 

葉○丞 興隆國小 杜○縉 忠孝國小 陳○嫣 成功國小 吳○淳 安興國小 

葉○妤 興隆國小 張○丞 溪尾國小 顏○亦 成功國小 范○寧 關埔國小 
      楊○全 東園國小 

 
公告：第 3、4 梯團體報名已額滿，敬請期待後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