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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3 王○婕 日語 810079 王○閎 英語繪本 810001 毛○歆 手機程式設計

810004 王○珩 英語繪本 810006 白○恩 日語 810002 王○祺 科學動動手

810009 余○玲 文學與影像 810012 吳○䄱 手機程式設計 810005 王○葦 英語繪本

810011 吳○婕 文學與影像 810018 李○倢 日語 810007 全○緗 文學與影像

810017 李○倢 英語繪本 810020 李○薰 英語繪本 810008 何○柔 文學與影像

810024 李○庭 英語繪本 810022 李○臻 科學動動手 810010 余○瑄 手機程式設計

810025 周○妤 手機程式設計 810030 林○廷 日語 810013 吳○玲 文學與影像

810026 周○均 科學動動手 810032 林○萱 英語繪本 810014 吳○安 文學與影像

810027 屈○真 日語 810037 林○庭 日語 810015 宋○穎 英語繪本

810031 林○柔 文學與影像 810038 柯○聿 日語 810016 李○蓁 文學與影像

810039 洪○庭 文學與影像 810040 洪○茵 英語繪本 810019 李○瑄 文學與影像

810042 袁○因 日語 810045 張○誼 日語 810021 李○穎 日語

810043 康○柔 科學動動手 810046 張○婕 英語繪本 810023 李○穎 日語

810044 康○妍 科學動動手 810047 張○安 日語 810028 林  ○ 手機程式設計

810052 張○禎 文學與影像 810051 張○琪 英語繪本 810029 林○昕 文學與影像

810056 張○婷 科學動動手 810054 張○綺 文學與影像 810033 林○婕 英語繪本

810057 張○玲 文學與影像 810059 梅○莛 手機程式設計 810034 林○琤 手機程式設計

810058 曹○薰 科學動動手 810060 理○云 科學動動手 810035 林○霓 科學動動手

810064 許○嫣 文學與影像 810062 莊○婷 手機程式設計 810036 林○瑗 英語繪本

810067 陳○蘋 英語繪本 810065 許  ○ 手機程式設計 810041 洪○黠 手機程式設計

810069 陳○恩 日語 810063 許○瑜 日語 810048 張○理 科學動動手

810072 陳○姍 科學動動手 810070 陳  ○ 文學與影像 810055 張○淀 科學動動手

810073 陳○希 英語繪本 810071 陳○宜 日語 810061 莊○茵 文學與影像

810074 陳○僑 英語繪本 810078 陳○薰 日語 810066 連○旋 手機程式設計

810075 陳○茨 手機程式設計 810085 曾○俐 文學與影像 810068 陳○萱 科學動動手

810076 陳○廷 科學動動手 810088 游○瑄 文學與影像 810077 陳○安 英語繪本

810083 陳○安 科學動動手 810089 黃○涵 日語 810080 陳○臻 文學與影像

810084 彭○瑀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3 楊○靚 日語 810081 陳○亘 科學動動手

810087 游○倪 科學動動手 810095 楊○瑜 日語 810082 陳○樺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2 黃○淇 日語 810119 廖○萱 日語 810086 曾○潔 科學動動手

810099 楊○婷 手機程式設計 810105 廖○蓉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0 黃○真 手機程式設計

810100 楊○庭 手機程式設計 810109 劉○妤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1 黃○涵 科學動動手

810101 楊○彤 文學與影像 810110 蔡○妤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4 楊○菱 科學動動手

810102 楊○瑄 科學動動手 810111 蔡○薰 科學動動手 810096 楊○宜 日語

810103 楊○茹 手機程式設計 810114 戴  ○ 手機程式設計 810097 楊○諭 文學與影像

810108 劉○綺 文學與影像 810098 楊○琪 科學動動手

810104 廖○瑈 文學與影像

810106 褚○欣 科學動動手

810107 劉  ○ 文學與影像

810112 蔡○倫 手機程式設計

810113 賴○婷 日語

810115 謝○凌 英語繪本

810116 簡○儀 日語

810117 簡○文 科學動動手

810118 藍○辰 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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