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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000408 第二段 江程軒 李佩玲 第一梯 1 001

KS000080 第一段 朱翊嘉 李佩玲 第一梯 1 002

KS000207 第一段 李祐睿 余俗慧 第一梯 1 003

KS000776 第9級 第8級 尤辰祐 林園國小 張宏仁 第一梯 1 004

KS000831 第9級 第8級 陳建安 嘉興國中 張宏仁 第一梯 1 005

KS000383 第二段 李和叡 李佩玲 第一梯 2 006

KS000081 第一段 李欣彌 李佩玲 第一梯 2 007

KS000212 第一段 陳諭萱 余俗慧 第一梯 2 008

KS000813 第9級 第8級 趙家妘 左營國中 錢靜怡 第一梯 2 009

KS000364 第二段 洪郁智 李佩玲 第一梯 3 010

 KS000231 第一段 凃妍廷 李佩玲 第一梯 3 011

KS000539 第一段 徐堉森 錢靜怡 第一梯 3 012

KS000827 第9級 第8級 高榕尉 中山國小 張宏仁 第一梯 3 013

 KS000065 第三段 王以誠 李佩玲 第一梯 4 014

KS000513 第一段 賴宇忻 李佩玲 第一梯 4 015

 KS000541 第一段 鄭鈞澤 錢靜怡 第一梯 4 016

KS000828 第9級 第8級 黃姿瑜 林園國小 張宏仁 第一梯 4 017

KS000061 第三段 黃室幃 李佩玲 第一梯 5 018

 KS000153 第一段 李宛諭 余俗慧 第一梯 5 019

KS000382 第一段 潘柏諶 張宏仁 第一梯 5 020

KS000830 第9級 第8級 陳耀庭 嘉興國中 張宏仁 第一梯 5 021

KS000802 第9級 蔡以樂 十全國小 陳麗如 第二梯 1 022

KS000807 第9級 黃品華 瑞興國小 錢靜怡 第二梯 1 023

KS000812 第9級 何宇森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1 024

KS000818 第9級 蔡睿達 楠陽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1 025

KS000823 第9級 陳栯逵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1 026

KS000832 第9級 黃靖凱 王公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1 027

KS000798 第9級 謝詠丞 正興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2 028

KS000803 第9級 賴品臻 新光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2 029

KS000808 第9級 廖惠羽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二梯 2 030

KS000814 第9級 李婕 楠陽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2 031

KS000819 第9級 王映婷 楠陽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2 032

KS000824 第9級 李建武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2 033

KS000833 第9級 陳湞銓 昭明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2 034

KS000571 第8級 第7級 翁昕伶 蔡淑芬 第二梯 3 035

KS000799 第9級 彭子恩 正興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3 036

KS000804 第9級 陳盈先 四維國小 余俗慧 第二梯 3 037

KS000809 第9級 石子榆 竹圍國小 余俗慧 第二梯 3 038

KS000815 第9級 蕭丁允 莒光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3 039

KS000820 第9級 翁姿祁 福山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3 040

KS000825 第9級 張秉橙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3 041

KS000769 第8級 第7級 馬芠歆 竹圍國小 余俗慧 第二梯 4 042

KS000800 第9級 蔡秉宸 正興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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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000805 第9級 蔡秉辰 楠梓國小 余俗慧 第二梯 4 044

KS000810 第9級 王敬詮 鼎金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4 045

KS000816 第9級 蘇士恩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4 046

KS000821 第9級 翁晙硯 福山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4 047

KS000826 第9級 陳奕佑 嘉興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4 048

KS000774 第8級 第7級 吳卉渝 博愛國小 李佩玲 第二梯 5 049

KS000801 第9級 王宥喆 十全國小 陳麗如 第二梯 5 050

KS000806 第9級 黃品嘉 瑞興國小 錢靜怡 第二梯 5 051

KS000811 第9級 許愷誠 阿蓮國小 余俗慧 第二梯 5 052

KS000817 第9級 蘇家葳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二梯 5 053

KS000822 第9級 林侑德 復興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5 054

KS000829 第9級 許愷元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二梯 5 055

KS000667 第8級 蕭鈺璇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三梯 1 056

KS000702 第7級 莊子銨 民權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1 057

KS000719 第6級 侯翔凱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1 058

KS000751 第8級 巫恆希 新光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1 059

KS000773 第8級 陳品妤 博愛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1 060

KS000786 第7級 胡承翰 復興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1 061

KS000797 第7級 第6級 林楷榆 楠梓國小 余俗慧 第三梯 1 062

KS000597 第6級 第5級 詹紘宇 左營國中 錢靜怡 第三梯 2 063

KS000650 第7級 郭燁翔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2 064

KS000705 第7級 陳柏旭 民權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2 065

KS000714 第8級 鄭至程 壽天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2 066

KS000720 第6級 郭力文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2 067

KS000756 第8級 蔡曜駿 正興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2 068

KS000766 第7級 第6級 林政鋐 左營國中 錢靜怡 第三梯 2 069

KS000628 第6級 董力瑋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三梯 3 070

KS000651 第7級 陳靚玹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3 071

KS000724 第6級 呂彥賢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3 072

KS000729 第7級 陳奕文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3 073

KS000746 第8級 陳立宸 新光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3 074

KS000759 第8級 黃映璇 陽明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3 075

KS000784 第7級 第6級 朱胤睿 明華國中 張宏仁 第三梯 3 076

KS000662 第6級 楊詠翔 楠梓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4 077

KS000666 第7級 董芊妤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三梯 4 078

KS000727 第6級 杜信儒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4 079

KS000731 第7級 陳紀佾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4 080

KS000748 第8級 林聖玟 新光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4 081

KS000770 第8級 馬睿楷 竹圍國小 余俗慧 第三梯 4 082

KS000785 第7級 第6級 林泓廷 復興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4 083

KS000678 第7級 褚子寬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三梯 5 084

KS000718 第6級 李安蕎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5 085

KS000732 第7級 陳紀侑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5 086

KS000737 第6級 黃秀甄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三梯 5 087

KS000749 第8級 丁詳霖 新光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5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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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000772 第8級 趙正棠 博愛國小 李佩玲 第三梯 5 089

KS000796 第7級 第6級 潘孟謙 竹圍國小 余俗慧 第三梯 5 090

KS000504 第3級 第2級 何怡閬 朱紀宣 第四梯 1 091

KS000510 第5級 第4級 王潔歆 陽明國中 李佩玲 第四梯 1 092

KS000560 第2級 第1級 陳彥君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1 093

KS000577 第2級 藍文佑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四梯 1 094

KS000595 第1級 方彥程 新興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1 095

KS000617 第3級 第2級 吳孝善 七賢國中 張宏仁 第四梯 1 096

KS000709 第5級 第4級 林敬棠 嘉興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1 097

KS000715 第5級 黃柔穎 嘉興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1 098

KS000834 第9級 第8級 許大謙 福山國小 蔡淑芬 第四梯 2 099

KS000432 第1級 楊溢鑫 張宏仁 第四梯 2 100

KS000465 第4級 第3級 王靖昀 鳳甲國中 李佩玲 第四梯 2 101

KS000523 第3級 第2級 鍾亦宸 張宏仁 第四梯 2 102

KS000564 第2級 第1級 林義竹 佛公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2 103

KS000578 第5級 第4級 郭菁欣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四梯 2 104

KS000656 第3級 第2級 凌意軒 英明國中 李佩玲 第四梯 2 105

KS000721 第5級 第4級 陳家鋐 前鎮國中 張宏仁 第四梯 2 106

KS000835 第9級 蔡詠成 楠梓國小 蔡淑芬 第四梯 3 107

KS000490 第2級 王榆翔 鳥松國中 錢靜怡 第四梯 3 108

KS000524 第3級 第2級 黃品睿 嘉興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3 109

KS000558 第1級 董珮綸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余俗慧 第四梯 3 110

KS000580 第5級 第4級 王霈禎 嶺口國小 錢靜怡 第四梯 3 111

KS000601 第4級 簡于能 大東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3 112

KS000676 第3級 第2級 俞丞跗 鹽埕國中 余俗慧 第四梯 3 113

KS000728 第5級 第4級 胡俊熙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3 114

KS000511 第2級 張恩郡 陽明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4 115

KS000556 第3級 第2級 高揚傑 岡山國中 張宏仁 第四梯 4 116

KS000563 第1級 林靜 小港國中 張宏仁 第四梯 4 117

KS000654 第4級 李衣玹 陽明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4 118

KS000658 第3級 黃煒倫 光禾華德福實驗學校 李佩玲 第四梯 4 119

KS000659 第5級 第4級 蔡承邑 正興國中 李佩玲 第四梯 4 120

KS000738 第5級 第4級 劉政育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4 121

KS000439 第2級 第1級 郭程翔 蔡淑芬 第四梯 5 122

KS000542 第2級 王榆鈞 鳥松國中 錢靜怡 第四梯 5 123

KS000591 第1級 陳彥均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余俗慧 第四梯 5 124

KS000599 第5級 陳宥儒 光武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5 125

KS000614 第3級 第2級 李建宥 復安國小 張宏仁 第四梯 5 126

KS000655 第4級 林韻 新莊國小 李佩玲 第四梯 5 127

KS000685 第5級 第4級 馬睿承 岡山國中 張宏仁 第四梯 5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