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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學期「好好玩數學營」平日暨週末班申請首階段通過名單 

親愛的申請者，您好： 

以下是國小中、高年級組(偏遠地區)、國中組(一般&偏遠)以及第三期模組預備講師認證專

班所通過的申請名單，有關經費補助事宜，請參考本公告之附件二檔案，好好玩數學營辦理費

用將以此核定標準進行請款支付。 

另外，由於第三期模組預備講師專班僅開放給每位老師辦理 2 班次(無法有效達到追蹤觀

察效益)，故第三期模組專班並無補助「諮詢費(二)-撰寫教師課後追蹤觀察報告」這一項，其餘

費用均可照常補助。(若辦 2 班次三期模組有額外再搭辦 1 班次一二期模組者，仍有此項補助) 

如對本次申請結果有任何問題，請洽： 

平日暨週末班聯絡窗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陳品妙 小姐 

電話直撥(無分機碼)：(02)7734-6579 聯絡信箱：pmchen@gapps.ntnu.edu.tw 

 

國小中年級組 #偏遠(第一、二期模組，每人 3班次) 

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A001-1 陳○菊 苗栗 偏遠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小   

UA001-2 陳○菊 苗栗 偏遠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小   

UA001-3 陳○菊 苗栗 偏遠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小   

UA002-1 林○君 臺中 偏遠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1 中 2 高 

UA003-1 楊○雪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A003-2 楊○雪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A003-3 楊○雪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A004-1 翁○桓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UA004-2 翁○桓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UA004-3 翁○桓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UA005-1 林○瑜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   

UA005-2 林○瑜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   

UA005-3 林○瑜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   

UA006-1 林○蓉 臺南 偏遠 臺南市安南區顯宮國小   

UA006-2 林○蓉 臺南 偏遠 臺南市安南區顯宮國小   

UA006-3 林○蓉 臺南 偏遠 臺南市安南區顯宮國小   

UA007-1 陳○慧 屏東 偏遠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小   

UA007-2 陳○慧 屏東 偏遠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小   

UA007-3 陳○慧 屏東 偏遠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小   

UA008-1 范○萍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UA008-2 范○萍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UA008-3 范○萍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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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A009-1 張○猛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UA009-2 張○猛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UA009-3 張○猛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UA010-1 林○姿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UA010-2 林○姿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UA010-3 林○姿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偏遠(第一、二期模組，每人 3班次) 

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B001-1 胡○慧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小   

UB001-2 胡○慧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小   

UB001-3 胡○慧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小   

UB002-1 詹○君 苗栗 偏遠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小   

UB002-2 詹○君 苗栗 偏遠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小   

UB002-3 詹○君 苗栗 偏遠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小   

UB003-1 林○君 臺中 偏遠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2 高 1 中 

UB003-2 林○君 臺中 偏遠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2 高 1 中 

UB004-1 陳○伃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B004-2 陳○伃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B004-3 陳○伃 彰化 偏遠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國小   

UB005-1 金○文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國小   

UB005-2 金○文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國小   

UB005-3 金○文 南投 偏遠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國小   

UB006-1 李○鶯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UB006-2 李○鶯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UB006-3 李○鶯 臺東 偏遠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UB007-1 曾○婷 臺東 偏遠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小   

UB007-2 曾○婷 臺東 偏遠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小   

UB007-3 曾○婷 臺東 偏遠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小   

UB008-1 陳○萱 澎湖 偏遠 澎湖鄉望安鄉將軍國小   

UB008-2 陳○萱 澎湖 偏遠 澎湖鄉望安鄉將軍國小   

UB008-3 陳○萱 澎湖 偏遠 澎湖鄉望安鄉將軍國小   

UB009-1 李○儒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UB009-2 李○儒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UB009-3 李○儒 金門 偏遠 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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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B010-1 陳○竹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UB010-2 陳○竹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UB010-3 陳○竹 金門 偏遠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國小   

國中組 #一般及偏遠(第一、二期模組，每人 3班次) 

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C001-1 曾○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中   

UC001-2 曾○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中   

UC001-3 曾○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中   

UC002-1 張○吟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2-2 張○吟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2-3 張○吟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3-1 鄭○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3-2 鄭○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3-3 鄭○婷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國中   

UC004-1 林○慧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中   

UC004-2 林○慧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中   

UC004-3 林○慧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中   

UC005-1 陳○宏 新北 一般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國中部   

UC005-2 陳○宏 新北 一般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國中部   

UC005-3 陳○宏 新北 一般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國中部   

UC006-1 陳○旂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國中   

UC006-2 陳○旂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國中   

UC006-3 陳○旂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國中   

UC007-1 張○怡 桃園 一般 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中   

UC007-2 張○怡 桃園 一般 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中   

UC007-3 張○怡 桃園 一般 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中   

UC008-1 陳○儀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桃園區中興國中   

UC008-2 陳○儀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桃園區中興國中   

UC008-3 陳○儀 桃園 一般 桃園市桃園區中興國中   

UC009-1 鄭○晴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中   

UC009-2 鄭○晴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中   

UC009-3 鄭○晴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中   

UC010-1 李○堯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UC010-2 李○堯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UC010-3 李○堯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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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編號 申請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備註 

UC011-1 蔡○貞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UC011-2 蔡○貞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UC011-3 蔡○貞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光武國中   

UC012-1 周○儒 新竹 一般 新竹市北區光華國中   

UC012-2 周○儒 新竹 一般 新竹市北區光華國中   

UC012-3 周○儒 新竹 一般 新竹市北區光華國中   

UC013-1 許○鑫 新竹 偏遠 新竹縣尖石鄉尖石國中   

UC013-2 許○鑫 新竹 偏遠 新竹縣尖石鄉尖石國中   

UC013-3 許○鑫 新竹 偏遠 新竹縣尖石鄉尖石國中   

UC014-1 張○茜 臺中 一般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國中   

UC014-2 張○茜 臺中 一般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國中   

UC014-3 張○茜 臺中 一般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國中   

UC015-1 鄭○禎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北區延平國中   

UC015-2 鄭○禎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北區延平國中   

UC015-3 鄭○禎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北區延平國中   

UC016-1 林○寬 臺南 一般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中   

UC016-2 林○寬 臺南 一般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中   

UC016-3 林○寬 臺南 一般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中   

UC017-1 顏○男 臺南 偏遠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UC017-2 顏○男 臺南 偏遠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UC017-3 顏○男 臺南 偏遠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UC018-1 林○宇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中   

UC018-2 林○宇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中   

UC018-3 林○宇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中   

UC019-1 呂○妍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19-2 呂○妍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19-3 呂○妍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0-1 柯○廷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0-2 柯○廷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0-3 柯○廷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1-1 黃○嬿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1-2 黃○嬿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1-3 黃○嬿 宜蘭 一般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中   

UC022-1 楊○評 金門 一般 金門縣金沙鎮金沙國中   

UC022-2 楊○評 金門 一般 金門縣金沙鎮金沙國中   

UC022-3 楊○評 金門 一般 金門縣金沙鎮金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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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組 #一般及偏遠(第三期模組預備講師專班，每人 2班次) 

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AL001-1 吳○達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小 3AZ106014 

UAL001-2 吳○達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小 3AZ106014 

UAL002-1 林○霓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3AZ106031 

UAL002-2 林○霓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3AZ106031 

UAL003-1 曾○菁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 3AZ106019 

UAL003-2 曾○菁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 3AZ106019 

UAL004-1 張○卿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3AZ106004 

UAL004-2 張○卿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3AZ106004 

UAL005-1 張○芬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AZ106034 

UAL005-2 張○芬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AZ106034 

UAL006-1 鄧○珍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AZ106018 

UAL006-2 鄧○珍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AZ106018 

UAL007-1 何○蓁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小 3AZ106015 

UAL007-2 何○蓁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小 3AZ106015 

UAL008-1 黃○玉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3AZ106029 

UAL008-2 黃○玉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3AZ106029 

UAL009-1 施○津 彰化 一般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國小 3AZ106024 

UAL009-2 施○津 彰化 一般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國小 3AZ106024 

UAL010-1 朱○順 雲林 一般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小 3AZ106028 

UAL010-2 朱○順 雲林 一般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小 3AZ106028 

UAL011-1 陳○如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 3AZ106023 

UAL011-2 陳○如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 3AZ106023 

UAL012-1 黃○雯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善化區善化國小 3AZ106009 

UAL012-2 黃○雯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善化區善化國小 3AZ106009 

UAL013-1 劉○旻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小 3AZ106005 

UAL013-2 劉○旻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小 3AZ106005 

UAL014-1 吳○芬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小 3AZ106033 

UAL014-2 吳○芬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小 3AZ106033 

UAL015-1 黎○瑩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AZ106002 

UAL015-2 黎○瑩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AZ106002 

UAL016-1 曾○珮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小 3AZ106017 

UAL016-2 曾○珮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小 3AZ106017 

UAL017-1 劉○伶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小 3AZ106007 

UAL017-2 劉○伶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小 3AZ106007 



6 

 

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AL018-1 許○凌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3AZ106001 

UAL018-2 許○凌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3AZ106001 

UAL019-1 阮○誼 高雄 一般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小 三模設計者 

UAL019-2 阮○誼 高雄 一般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小 三模設計者 

UAL020-1 蘇○賢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小 3AZ106008 

UAL020-2 蘇○賢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小 3AZ106008 

UAL021-1 呂○親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 3AZ106020 

UAL021-2 呂○親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 3AZ106020 

UAL022-1 吳○儒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 3AZ106027 

UAL022-2 吳○儒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 3AZ106027 

UAL023-1 
朱○青 

(劉○杏) 
花蓮 一般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 3AZ106021 

UAL023-2 
朱○青 

(劉○杏) 
花蓮 一般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 3AZ106021 

UAL024-1 程○鋒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AZ106003 

UAL024-2 程○鋒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AZ106003 

 

國小高年級組 #一般及偏遠(第三期模組預備講師專班，每人 2班次) 

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BL001-1 吳○達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小 3BZ106041 

UBL001-2 吳○達 臺北 一般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小 3BZ106041 

UBL002-1 林○霓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3BZ106028 

UBL002-2 林○霓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3BZ106028 

UBL003-1 曾○菁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 3BZ106044 

UBL003-2 曾○菁 臺北 一般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 3BZ106044 

UBL004-1 張○卿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3BZ106035 

UBL004-2 張○卿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3BZ106035 

UBL005-1 張○芬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BZ106026 

UBL005-2 張○芬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BZ106026 

UBL006-1 鄧○珍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BZ106046 

UBL006-2 鄧○珍 新北 一般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3BZ106046 

UBL007-1 陳○慧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小 3BZ106038 

UBL007-2 陳○慧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小 3BZ106038 

UBL008-1 何○蓁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小 3BZ106042 

UBL008-2 何○蓁 桃園 偏遠 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小 3BZ10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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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BL009-1 蘇○哲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育賢國中 3BZ106039 

UBL009-2 蘇○哲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育賢國中 3BZ106039 

UBL010-1 劉○棣 新竹 一般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中 3BZ106005 

UBL010-2 劉○棣 新竹 一般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中 3BZ106005 

UBL011-1 莊○達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中 3BZ106043 

UBL011-2 莊○達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中 3BZ106043 

UBL012-1 張○吉 臺中 偏遠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國中 3BZ106040 

UBL012-2 張○吉 臺中 偏遠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國中 3BZ106040 

UBL013-1 施○津 彰化 一般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國小 3BZ106001 

UBL013-2 施○津 彰化 一般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國小 3BZ106001 

UBL014-1 
侯○卿 

(陳○峰)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小 3BZ106033 

UBL014-2 
侯○卿 

(陳○峰)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小 3BZ106033 

UBL015-1 張○延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 3BZ106029 

UBL015-2 張○延 嘉義 一般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 3BZ106029 

UBL016-1 韋○麗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小 3BZ106003 

UBL016-2 韋○麗 臺南 一般 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小 3BZ106003 

UBL017-1 林○慧 臺南 偏遠 臺南市後壁區新嘉國小 3BZ106007 

UBL017-2 林○慧 臺南 偏遠 臺南市後壁區新嘉國小 3BZ106007 

UBL018-1 王○珍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國小 3BZ106019 

UBL018-2 王○珍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國小 3BZ106019 

UBL019-1 吳○慧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小 3BZ106002 

UBL019-2 吳○慧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小 3BZ106002 

UBL020-1 劉○旻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小 3BZ106037 

UBL020-2 劉○旻 高雄 一般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小 3BZ106037 

UBL021-1 江○瑜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BZ106011 

UBL021-2 江○瑜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BZ106011 

UBL022-1 黎○瑩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BZ106030 

UBL022-2 黎○瑩 高雄 一般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3BZ106030 

UBL023-1 吳○芬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小 3BZ106006 

UBL023-2 吳○芬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小 3BZ106006 

UBL024-1 許○凌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3BZ106031 

UBL024-2 許○凌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3BZ106031 

UBL025-1 阮○誼 高雄 一般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小 三模設計者 

UBL025-2 阮○誼 高雄 一般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小 三模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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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BL026-1 何○毅 宜蘭 一般 宜蘭縣宜蘭市凱旋國小 3BZ106036 

UBL026-2 何○毅 宜蘭 一般 宜蘭縣宜蘭市凱旋國小 3BZ106036 

UBL027-1 程○鋒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BZ106032 

UBL027-2 程○鋒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BZ106032 

 

國中組 #一般及偏遠(第三期模組預備講師專班，每人 2班次) 

核定編號 申辦人 地區 類型 研習舉辦學校 講師證號 

UCL001-1 劉○成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中 3CZ106025 

UCL001-2 劉○成 桃園 一般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中 3CZ106025 

UCL002-1 蘇○哲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育賢國中 3CZ106008 

UCL002-2 蘇○哲 新竹 一般 新竹市東區育賢國中 3CZ106008 

UCL003-1 范○蘭 新竹 一般 新竹市北區竹光國中 3CZ106004 

UCL003-2 范○蘭 新竹 一般 新竹市北區竹光國中 3CZ106004 

UCL004-1 劉○棣 新竹 一般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中 3CZ106019 

UCL004-2 劉○棣 新竹 一般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中 3CZ106019 

UCL005-1 莊○達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中 3CZ106012 

UCL005-2 莊○達 臺中 一般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國中 3CZ106012 

UCL006-1 張○吉 臺中 偏遠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國中 3CZ106018 

UCL006-2 張○吉 臺中 偏遠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國中 3CZ106018 

UCL007-1 莊○清 嘉義 一般 嘉義市東區北興國中 3CZ106015 

UCL007-2 莊○清 嘉義 一般 嘉義市東區北興國中 3CZ106015 

UCL008-1 林○寬 臺南 一般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中 3CZ106028 

UCL008-2 林○寬 臺南 一般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中 3CZ106028 

UCL009-1 
顏○姿 

(林○宇)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中 3CZ106001 

UCL009-2 
顏○姿 

(林○宇) 
高雄 一般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中 3CZ106001 

UCL010-1 林○娟 高雄 一般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國中部 3CZ106006 

UCL010-2 林○娟 高雄 一般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國中部 3CZ106006 

UCL011-1 陳○翎 高雄 一般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國中部 3CZ106003 

UCL011-2 陳○翎 高雄 一般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國中部 3CZ106003 

UCL012-1 陳○宇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CZ106021 

UCL012-2 陳○宇 連江 偏遠 連江縣中正國中小學 3CZ106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