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錄取名單 
第三梯 

 
張○丞 溪尾國小 曲○陞 惠文國小 蘇○熹 成功國小 黃○勇 快樂國小 

李○浩 溪尾國小 曾○的 軍功國小 陳○嫣 成功國小 楊○筑 會稽國小 

孫○彬 溪尾國小 曾○是 軍功國小 顏○亦 成功國小 洪○峪 快樂國小 

李○駖 溪尾國小 徐○湞 新光國小 歐○子朔 成功國小 江○璇 快樂國小 

梁○語 溪尾國小 陳○廷 四維國小 張○臻 清華附小 郭○叡 大業國小 

林○芫 溪尾國小 王○ 成功國小 張○誠 清華附小 黃○臻 快樂國小 

李○樺 溪尾國小 陳○愷 成功國小 林○磊 清華附小 楊○晴 漚汪國小 

洪○茗 溪尾國小 高○力 成功國小 劉○圻 清華附小 詹○棋 漚汪國小 

洪○棋 溪尾國小 黃○宇 成功國小 陳○棒 清華附小 黃○媗 漚汪國小 

李○晉 溪尾國小 李○宇 成功國小 李○羭 清華附小 吳○安 漚汪國小 

黃○杰 溪尾國小 吳○旂 成功國小 葉○睿 清華附小 陳○菱 漚汪國小 

林○嘉 溪尾國小 孫○愉 國安國小 王○恩 科園國小 周○臻 漚汪國小 

楊○豪 溪尾國小 蘇○珍 惠文國小 黃○衡 東門國小 謝○新 光明國小 

林○丞 溪尾國小 林○妡 國安國小  莊○軒 新竹國小 張○綸 光明國小 

卓○軍 溪尾國小 黃○傑 國安國小  陳○㚬 南崁國小 古○丞 光明國小 

林○霓 溪尾國小 薛○翰 國安國小  陳○翎 南崁國小 張○睿 光明國小 

柯○弘 四維國小 洪○欣 國安國小  林○柔 光明國小 陳○赫 光明國小 

陸○安 信義國小 賴○嫺 成功國小 吳○承 南崁國小 李○彤 光明國小 

許○倫 中較大實小 柯○霆 成功國小 李○銘 錦興國小 徐○凱 光明國小 

李○逸 樹義國小 譚○真 成功國小 吳○萱 南崁國小 劉○甯 光明國小 

賴○澄 新平國小 蔡○謙 成功國小 劉○怡 快樂國小   

 

  

科學體驗線上玩



 

第四梯 

 
呂○恬 文元國小 江○涵 安平國小 許○倫 中較大實小 薛○翰 國安國小  

劉○樂 忠義國小 吳○依 勝利國小 李○逸 樹義國小 洪○欣 國安國小  

邱○樂 文元國小 林○宥 賢北國小 賴○澄 新平國小 張○臻 清華附小 

方○儀 海佃國小 陳○泰 忠義國小 曲○陞 惠文國小 張○誠 清華附小 

陳○玗 文元國小 盧○迦 博愛國小 曾○的 軍功國小 林○磊 清華附小 

房○恩 安慶國小 林○曄 石門國小 曾○是 軍功國小 劉○圻 清華附小 

陳○嫣 億載國小 陳○勛 億載國小 徐○湞 新光國小 陳○棒 清華附小 

李○妤 忠義國小 潘○芊 進學國小 陳○廷 四維國小 李○羭 清華附小 

吳○安 西門國小 李○恆 忠義國小 王○ 成功國小 葉○睿 清華附小 

王○祈 石門國小 王○喬 賢北國小 陳○愷 成功國小 王○恩 科園國小 

黃○錡 西門國小 劉○希 新南國小 高○力 成功國小 黃○衡 東門國小 

陳○恩 文元國小 李○愛 東光國小 黃○宇 成功國小 莊○軒 新竹國小 

袁○勛 億載國小 李○讚 進學國小 李○宇 成功國小 楊○晴 漚汪國小 

張○涓 賢北國小 王○忻 億載國小 吳○旂 成功國小 詹○棋 漚汪國小 

李○芸 南大附小 陳○璽 新南國小 孫○愉 國安國小 黃○媗 漚汪國小 

黃○恩 億載國小 高○益 億載國小 蘇○珍 惠文國小 吳○安 漚汪國小 

林○承 海佃國小 柯○弘 四維國小 林○妡 國安國小  陳○菱 漚汪國小 

吳○比 西門國小 陸○安 信義國小 黃○傑 國安國小  周○臻 漚汪國小 

王○恆 億載國小       

 
 
 
 
 

公告：第 3、4 梯團體報名已額滿，敬請期待後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