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謝○婷 永吉國小 1 詹○芬 新生國小 1 彭○雅 實踐國小 1 姜○運 高雄市教育局

2 張○雪 青山國小 2 吳○聰 宜蘭大學 2 蕭○清 台灣科技大學 2 楊○旭 麗林國小

3 林○行 青山國小 3 盧○芬 建功國小 3 蕭○毓 台灣科技大學 3 蔡○珊 永平國小

4 陳○菁 永和國小 4 謝○芳 建國國小 4 徐○霙 鷺江國小 4 莊○雅 力行國小

5 陳○文 鹿港國中 5 古○臣 建國國小 5 簡○展 嘉義高中 5 陳○惠 東湖國小

6 黃○宏 永和國小 6 陳○敏 建國國小 6 吳○興 新北高工 6 楊○燕 新竹國小

7 王○雅 元生國小 7 王○玉 東湖國小 7 趙○輝 德霖科大 7 黃○聰 重慶國小

8 葉○綺 深坑國中 8 游○興 宜蘭國小 8 吳○儀 高峰國小 8 陳○惠 永平國小

9 黃○珠 基隆高中 9 黃○聯 僑泰高中 9 林○穎 觀音國小 9 周○娟 成功國小

10 林○貝 江翠國中 10 劉○書 金華國小 10 鄭○霞 化仁國小 10 賴○慧 成功國小

11 李○繁 江翠國中 11 陳○容 文德國小 11 楊○娜 楊明國小 11 王○仁 成功國小

12 蕭○琦 埔墘國小 12 林○宜 建國國小 12 趙○揚 桃園農工 12 黃○臻 成功國小

13 陳○慧 西松國小 13 許○姿 同德國小 13 張○萱 南崁高中 13 廖○仁 新街國小

14 董○甲 中山國中 14 連○治 文山國小 14 林○瑜 明義國小 14 劉○玲 深澳國小

15 林○敏 新埔國中 15 許○娟 民生國小 15 劉○志 福安國小 15 黃○燕 碧華國小

16 周○謙 北新國小 16 羅○綺 文德國小 16 胡○如 海山高中 16 林○貞 碧華國小

17 張○芷 福誠高中 17 何○錫 雙蓮國小 17 陳○華 永和國中 17 蔡○君 碧華國小

18 廖○芳 八卦國小 18 郭○玲 文德國小 18 游○容 光明國中 18 楊○菁 福誠高中

19 鄭○中 新興高中 19 王○敏 七美國小 19 黃○建 中正國中 19 王○鈴 碧華國小

20 孟○媛 明德國小 20 周○卿 金華國小 20 呂○榮 大同高中 20 吳○玲 興福國小

21 周○瑋 實踐國小 21 李○坤 建安國小 21 何○月 忠孝國小 21 傅○如 內壢國中

22 陳○宜 新生國小 22 劉○芳 西門國小 22 謝○龍 國聖國小 22 林○慧 玉里國小

23 王○玲 中山國小 23 徐○黛 大溪國中 23 蔡○智 大埔國小 23 張○敏 興隆國小

24 楊○倫 培英國中 24 吳○瑾 大有國中 24 黃○宇 明義國小 24 古○涵 嘉寶國小

25 陳○華 南門國中 25 林○慧 楊光國中小 25 黃○瑄 新興國中 25 黃○森 嘉寶國小

26 央○慧 大德國小 26 李○娣 金華國小 26 范○雯 臺北市大 26 顧○瑾 永建國小

27 蕭○分 松竹國小 27 蔡○琴 新城國小 27 方○華 臺北市大 27 林○玲 馬光國中

28 陳○泰 賢北國小 28 張○玲 大溪國小 28 葉○華 臺北市大 28 陳○榕 實踐國小

29 胡○虹 福和國中 29 林○秀 光榮國小 29 潘○華 士林國小 29 洪○期 南港高工

30 王○聰 民族國中 30 紀○益 西門國小 30 許○玉 明湖國小 30 史○光 社子國小

31 潘○貞 興德國小 31 徐○欽 建功國小 31 江○蓉 興華國小 31 周○民 麗山高中

32 林○露 海東國小 32 邱○玲 光明國小 32 郭○婷 關渡國小 32 蕭○常 西園國小

33 林○慧 民生國小 33 簡○城 萬興國小 33 丁○恆 萬興國小 33 林○萍 仁愛國小

34 黃○信 西松高中 34 林○勤 義方國小 34 蔡○娟 金華國中 34 王○義 瑞芳高工

35 鍾○萍 雙園國中 35 丁○俊 永春國小 35 陳○頻 明倫高中 35 陳○蓉 景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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