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姓名 寄送 學校 姓名 寄送

二信高中 賴弈愷 花蓮高工 謝金威

二信高中二年紀 郭柏偉 花蓮高工 張庭瑀

二信高中二年級 劉淑媛 花蓮高工一年級 鄭元正

二信高中三年級 劉彥廷 花蓮高工二年級 廖一鵬

二信高中電機科老師 王永富 花蓮高工三年級 王巧雲

成大附工 王俊憲 花蓮高工三年級 李林止刀

成大附工三年級 呂展榕 花蓮高工建二甲 姚雅馨

成大附工三年級 李冠霖 花蓮高工教師 朱育慧

成大附工三年級 許靖敏 光華高工電機科 江夙儒 個別寄送

成大附工老師 何裕隆 個別寄送 南投高中電子三 江志森 個別寄送

南港高工二年級 汪廷軒 立志中學 楊凱盛

南港高工二年級 陳威成 立志中學二年級 吳鴻章

南港高工二年級 黃薏綾 立志中學二年級 廖信華

南港高工二年級 吳懿峰 二林工商 邱惠君

南港高工四年級 血鎮遠 二林工商2年級 魏華建

南港高工教師 李紹義 二林工商二年級 黃雪娟

南港高工電子科老師 支裕文 二林工商二年級 洪暐翰

崇實高工 賴燕烱 二林工商二年級 林宜蓁

崇實高工二年級 鄭嘉誠 二林工商二年級 黃郁淇

崇實高工二年級 陳佩均 二林工商三年級 黃福仁

崇實高工二年級 黃靖雅 永靖高工二年級 陳亦恆

桃園農工二年級 葉俊霆 永靖高工製圖二年級 張智荃

桃園農工生機二甲 簡聖恩 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科李岱佳

桃園農工生機科二年基 蘇卓群 大安高工二年級 陳璿光

霧峰農工三年級 謝政益 大安高工二年級 康徠翔

霧峰農工三年級 張顥薰 大安高工三年級 劉奕均

霧峰農工三年級 謝政益 大安高工三年級 陳奕道

霧峰農工三年級 謝承倫 大安高工三年級 張佳玲

霧峰農工三年級 廖忠傑 大安高工三年級 林驛威

霧峰農工三年級 施閔祥 大安高工機械科 張國忠

霧峰農工三年級 簡鎬濬 內思高工 蕭博榆

霧峰農工三年級 林聖傑 內思高工 彭仁台

霧峰農工三年級 郭維棕 內思高工一年級 余秉奇

霧峰農工三年級 李育維 內思高工二年級 彭柏瑋

霧峰農工指導老師 戴正光 內思高工三年級 蔡孟軒

泰山高中二年級 蔡程宇 內思高工三年級 江鳴洋

泰山高中二年級 陳柏佑 內斯高工三年級 羅璁翔

泰山高中二年級 王威城 中山工商 簡嘉緯 個別寄送

泰山高中二年級 郭益豪 新民高中二年級 賴泱丞 個別寄送

泰山高中二年級 周柏宏 協和工商二年級 王子瑜 個別寄送

泰山高中二年級 鄧又誠 大明高中三年級 洪子廷 個別寄送

泰山高中三年級 陳韋甫 大同三年級 葉厚廷 個別寄送

泰山高中教師 許恭維 秀水高工 張家豪

台南高工三年級 劉俊毅 秀水高工老師 劉文政

台南高工教師 陳煜昇 台中高工二年級 吳奕挺

勤益科技大學 黃震桀 個別寄送 台中高工升三年級 鍾耿弘

大甲高工三年級 臧家駒 個別寄送

統一寄予

戴正光老師

統一寄予

許恭維老師

統一寄予

張國忠老師

統一寄予

彭仁台老師

統一寄予

劉文政老師

統一寄予

楊凱盛老師

統一寄予

邱惠君老師

統一寄予

賴燕烱老師

統一寄予

王俊憲老師

統一寄予

王永富老師

賽後禮券寄送名單

統一寄予

支裕文老師

統一寄予

朱育慧老師

統一寄予

李岱佳老師統一寄予

蘇卓群老師

統一寄予

林世昌老師

統一寄予

陳煜昇老師



中正高工二年級 陳亭瑄 致用高中2年級 孫平

中正高工二年級 甘易儒 致用高中二年級 彭靖祺

中正高工二年級 張馨文 致用高中二年級 陳泳璋

中正高工三年級 陳逸豐 致用高中二年級 林建勳

中正高工剛畢業 曾翊廷 致用高中二年級 紀佑霖

中正高工教師 蔡智凱 致用高中二年級 柯博薰

中正高工 蘇明福 致用高中二年級 柯博瀗

聖心高中資訊科教師 蔡進財 致用高中教師 謝一帆

聖心高中二年級 楊士緯 基隆商工 鄭璁華

聖心高中二年級 林煜展 基隆商工二年級 鍾彩凌

聖心高中二年級 江書霆 基隆商工三年紀 方妘伃

聖心高中資訊科 林聰智 基隆商工三年級 陳俊翰

羅東高工 林建明 基隆商工三年級 楊佩諠

羅東高工三年級 邱煜倫 基隆商工電機科 李志偉

羅東高工三年級 王煥博 彰師附工 翁麗敏

羅東高工三年級 林建丞 彰師附工二升三 賴煥宗

羅東高工三年級 林保彤 彰師附工二年級 陳名揚

羅東高工三年級(二升三) 陳沂 彰師附工二年級 林瑜晟

彰化師大工教系 游宇聖 彰師附工二年級 王柏傑

大興高中三年級 顏嘉宏 內湖高工一年級 李峰岳

大興高中三年級 韓雅淇 內湖高工二年級 黃子剛

大興高中電機科二年級 呂明翰 內湖高工二年級 林育瑄

岡山農工二年級 王銘涔 內湖高工三年級 謝維庭

岡山農工二年級 王楷媞 內湖高工三年級 徐珮軒

岡山農工二年級 梁方虹 內湖高工三年級 呂家和

岡山農工二年級 陳有福 內湖高工電機科二年級 張庭豪

岡山農工二年級 許立賢 高雄高工二年級 張瀚

岡山農工三年級 陳宏彰 高雄高工三年級 李俊憲

岡山農工三年級 吳穗昌 莊敬高職三年級 孫泊佑

岡山農工三年級 曾紀豪 莊敬高職三年級 盧怡伶

六和高中二年級 古宣鴻

六和高中二年級 蔣明憲

底色紅色者，為104/10/23寄出。

底色紫色者，為104/10/26寄出。

統一寄予

顏嘉宏老師

統一寄予

謝一帆老師

統一寄予

鄭璁華老師

統一寄予

翁麗敏老師

統一寄予

蘇明福老師

統一寄予

蔡進財老師

統一寄予

游宇聖老師

統一寄予

楊吟婷老師

統一寄予

黃冠益老師

統一寄予

王郁芳老師

統一寄予

張善婷老師

統一寄予

劉保國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