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年度『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勸募活動 

1 社團法人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 

99年度受贈愛心再生電腦名單 (350台) 

編號 學校 年級 姓名 地址 

1 佳里國小 四年級 陳○○ 台南縣七股鄉 

2 網寮國小 四年級 戴○○ 嘉義縣東石鄉 

3 華南國小 四年級 劉○○ 嘉義縣梅山鄉 

4 水林國小 四年級 王○○ 雲林縣水林鄉 

5 成功國小 五年級 張○○ 基隆市仁愛區 

6 五福國小 六年級 謝○○ 高雄縣鳳山市 

7 五福國小 六年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8 五福國小 三年級 伍○○ 高雄縣鳳山市 

9 五福國小 二年級 朱○○ 高雄縣鳳山市 

10 光華國小 五年級 卓○○ 桃園縣復興鄉 

11 曹公國小 五年級 魏○○ 高雄縣鳳山市 

12 內門國中 一年級 戴○○ 高雄縣內門鄉 

13 內門國中 一年級 韋○○ 高雄縣內門鄉 

14 內門國中 一年級 許○○ 高雄縣內門鄉 

15 新庒國小 五年級 陳○○ 高雄縣杉林鄉 

16 同安國小 五年級 吳○○ 桃園市 

17 大樹國中 一年級 曾○○ 高雄縣六龜鄉 

18 忠孝國小 四年級 林○○ 高雄縣六龜鄉 

19 橋頭國中 一年級 吳○○ 高雄縣杉林鄉 

20 六龜國中 一年級 杜○○ 高雄縣六龜鄉 

21 寶山國小 二年級 陳○○ 高雄縣桃源鄉 

22 寶山國小 六年級 戴○○ 高雄縣杉林鄉 

23 信義國中 三年級 黃○○ 基隆市中正區 

24 信義國中 三年級 蔡○○ 基隆市中正區 

25 信義國中 二年級 張○○ 基隆市中正區 

26 信義國中 二年級 徐○○ 基隆市中正區 

27 信義國中 二年級 朱○○ 基隆市仁愛區 

28 信義國中 二年級 林○○ 基隆市信義區 

29 信義國中 二年級 莊○○ 基隆市信義區 

30 民和國小 四年級 趙○○ 屏東市 

31 泰山國小 六年級 張○○ 台北縣泰山鄉 

32 秀林國小 四年級 張○○ 嘉義縣民雄鄉 

33 龍岡國小 五年級 林○○ 桃園縣中壢市 

34 鳳西國中 三年級 簡○○ 高雄縣大寮鄉 

35 旗尾國小 六年級 馮○○ 高雄縣旗山鎮 

36 旗尾國小 六年級 林○○ 高雄縣旗山鎮 

37 中正國中 二年級 陳○○ 基隆市信義區 

38 龍興國小 五年級 莊○○ 高雄縣六龜鄉 

39 龍興國小 二年級 鄭○○ 高雄縣六龜鄉 

40 龍興國小 三年級 曾○○ 高雄縣六龜鄉 

41 龍興國小 三年級 王○○ 高雄縣六龜鄉 

42 龍興國小 二年級 蔡○○ 高雄縣六龜鄉 

43 龍興國小 三年級 林○○ 高雄縣六龜鄉 

44 龍興國小 三年級 萬○○ 高雄縣六龜鄉 

45 龍興國小 四年級 潘○○ 高雄縣六龜鄉 

46 龍興國小 三年級 廖○○ 高雄縣六龜鄉 

編號 學校 年級 姓名 地址 

47 龍興國小 五年級 王○○ 高雄縣六龜鄉 

48 龍興國小 五年級 全○○ 高雄縣六龜鄉 

49 龍興國小 五年級 陳○○ 高雄縣六龜鄉 

50 龍興國小 五年級 徐○○ 高雄縣六龜鄉 

51 六龜國中 一年級 林○○ 高雄縣六龜鄉 

52 龍興國小 五年級 李○○ 高雄縣六龜鄉 

53 龍興國小 五年級 顏○○ 高雄縣六龜鄉 

54 鹽埔國中 八年級 黃○○ 屏東縣鹽埔鄉 

55 下營國中 二年級 洪○○ 台南縣下營鄉 

56 高樹國小 一年級 范○○ 屏東縣高樹鄉 

57 高樹國小 二年級 梁○○ 屏東縣高樹鄉 

58 高樹國小 二年級 潘○○ 屏東縣高樹鄉 

59 高樹國小 三年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0 高樹國小 四年級 賴○○ 屏東縣三地門鄉 

61 高樹國小 五年級 曾○○ 屏東縣高樹鄉 

62 新圍國小 五年級 李○○ 屏東縣鹽埔鄉 

63 高樹國小 六年級 楊○○ 屏東縣高樹鄉 

64 高樹國小 六年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5 高樹國小 六年級 邱○○ 屏東縣高樹鄉 

66 高樹國中 一年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7 安順國中 二年級 林○○ 台南市 

68 三地國小 五年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69 三地國小 四年級 孟○○ 屏東縣三地門鄉 

70 三地國小 六年級 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1 三地國小 二年級 戴○○ 屏東縣三地門鄉 

72 三地國小 四年級 杜○○ 屏東縣三地門鄉 

73 三地國小 三年級 馮○○ 屏東縣三地門鄉 

74 三地國小 四年級 洪○○ 屏東縣三地門鄉 

75 三地國小 四年級 莎○○ 屏東縣三地門鄉 

76 瑪家國中 八年級 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7 三地國小 四年級 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8 三地國小 六年級 曾○○ 屏東市 

79 三地國小 三年級 秉○○ 屏東縣三地門鄉 

80 三地國小 四年級 李○○ 屏東縣三地門鄉 

81 三地國小 二年級 馬○○ 屏東縣三地門鄉 

82 瑪家國中 九年級 舒○○ 屏東縣三地門鄉 

83 三地國小 四年級 劉○○ 屏東縣三地門鄉 

84 安慶國中 一年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85 三地國小 五年級 李○○ 屏東縣三地門鄉 

86 三地國小 四年級 葛○○ 屏東縣三地門鄉 

87 三地國小 四年級 伊○○ 屏東縣三地門鄉 

88 三地國小 六年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89 三地國小 五年級 林○○ 屏東縣三地門鄉 

90 三地國小 五年級 甘○○ 屏東縣內埔鄉 

91 三地國小 五年級 李○○ 屏東縣內埔鄉 

92 三地國小 四年級 洪○○ 屏東縣三地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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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三地國小 五年級 王○○ 屏東縣三地門鄉 

94 三地國小 四年級 馬○○ 屏東縣三地門鄉 

95 三地國小 二年級 拉○○ 屏東縣三地門鄉 

96 三地國小 四年級 地○○ 屏東縣三地門鄉 

97 三地國小 四年級 潘○○ 屏東縣三地門鄉 

98 金潭國小 五年級 潘○○ 高雄縣林園鄉 

99 南榮國中 二年級 張○○ 屏東縣林邊鄉 

100 岡山國小 四年級 林○○ 高雄縣岡山鎮 

101 東新國中 一年級 張○○ 屏東縣林邊鄉 

102 大潭國小 三年級 林○○ 屏東縣林邊鄉 

103 南榮國中 七年級 林○○ 屏東縣林邊鄉 

104 大潭國小 五年級 鄭○○ 屏東縣林邊鄉 

105 大潭國小 四年級 李○○ 屏東縣林邊鄉 

106 景山國小 三年級 王○○ 嘉義縣布袋鎮 

107 景山國小 五年級 邱○○ 嘉義縣布袋鎮 

108 安溪國中 二年級 張○○ 台北縣三峽鎮 

109 文華國小 二年級 許○○ 高雄縣鳳山市 

110 杉林國中 三年級 許○○ 高雄縣杉林鄉 

111 甲仙國中 三年級 蔡○○ 高雄縣甲仙鄉 

112 過溝國中 二年級 邱○○ 嘉義縣東石鄉 

113 過溝國中 二年級 李○○ 嘉義縣布袋鎮 

114 過溝國中 二年級 戴○○ 嘉義縣東石鄉 

115 過溝國中 一年級 李○○ 嘉義縣布袋鎮 

116 過溝國中 二年級 陳○○ 嘉義縣布袋鎮 

117 過溝國中 二年級 陳○○ 嘉義縣布袋鎮 

118 過溝國中 三年級 李○○ 嘉義縣布袋鎮 

119 中庄國中 一年級 蔡○○ 高雄縣大寮鄉 

120 田心國小 二年級 林○○ 桃園縣大溪鎮 

121 田心國小 二年級 黃○○ 桃園縣大溪鎮 

122 樟湖國小 五年級 謝○○ 雲林縣古坑鄉 

123 竹東國小 六年級 趙○○ 新竹縣竹東鎮 

124 竹東國小 四年級 林○○ 新竹縣竹東鎮 

125 竹東國小 三年級 鍾○○ 新竹縣竹東鎮 

126 竹東國小 六年級 戴○○ 新竹縣竹東鎮 

127 竹東國小 六年級 張○○ 新竹縣竹東鎮 

128 竹東國小 五年級 劉○○ 新竹縣竹東鎮 

129 龍津國小 五年級 吳○○ 台中縣龍井鄉 

130 龍津國小 五年級 紀○○ 台中縣龍井鄉 

131 龍津國小 三年級 羅○○ 台中縣龍井鄉 

132 龍津國小 二年級 紀○○ 台中縣龍井鄉 

133 梅山國中 八年級 陳○○ 嘉義縣梅山鄉 

134 壽天國小 三年級 劉○○ 高雄縣岡山鎮 

135 壽天國小 五年級 曾○○ 高雄縣岡山鎮 

136 楊梅國小 四年級 楊○○ 桃園縣楊梅鎮 

137 楊梅國小 五年級 戴○○ 桃園縣楊梅鎮 

138 安順國中 二年級 李○○ 台南市 

139 壽天國小 二年級 杜○○ 高雄縣岡山鎮 

140 林邊國小 三年級 郭○○ 屏東縣林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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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林邊國中 一年級 鄭○○ 屏東縣林邊鄉 

142 林邊國中 二年級 侯○○ 屏東縣林邊鄉 

143 仁和國小 六年級 蔡○○ 屏東縣林邊鄉 

144 仁和國小 二年級 曾○○ 屏東縣林邊鄉 

145 林邊國中 二年級 戴○○ 屏東縣林邊鄉 

146 林邊國中 三年級 洪○○ 屏東縣林邊鄉 

147 仁和國小 六年級 吳○○ 屏東縣林邊鄉 

148 仁和國小 五年級 吳○○ 屏東縣林邊鄉 

149 林邊國小 五年級 蕭○○ 屏東縣林邊鄉 

150 林邊國中 三年級 周○○ 屏東縣林邊鄉 

151 億載國小 五年級 洪○○ 台南市 

152 中山國中 一年級 郭○○ 台南市 

153 秀巒國小 二年級 賴○○ 新竹縣尖石鄉 

154 大同國小 四年級 高○○ 新竹縣竹東鎮 

155 二重國小 四年級 黃○○ 新竹縣竹東鎮 

156 秀巒國小 四年級 劉○○ 新竹縣尖石鄉 

157 秀巒國小 四年級 劉○○ 新竹縣尖石鄉 

158 秀巒國小 五年級 蔡○○ 新竹縣尖石鄉 

159 楊梅國小 五年級 劉○○ 桃園縣楊梅鎮 

160 秀巒國小 五年級 劉○○ 新竹縣尖石鄉 

161 秀巒國小 五年級 劉○○ 新竹縣尖石鄉 

162 秀巒國小 五年級 張○○ 新竹縣尖石鄉 

163 秀巒國小 六年級 高○○ 新竹縣尖石鄉 

164 秀巒國小 六年級 羅○○ 新竹縣尖石鄉 

165 秀巒國小 六年級 陳○○ 新竹縣尖石鄉 

166 竹東國中 一年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167 六甲國中 一年級 林○○ 新竹縣尖石鄉 

168 二重國中 一年級 吳○○ 新竹縣竹東鎮 

169 尖石國中 一年級 陳○○ 新竹縣尖石鄉 

170 尖石國中 一年級 邱○○ 新竹縣尖石鄉 

171 尖石國中 一年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172 建國國小 四年級 許○○ 屏東市 

173 延平國中 一年級 李○○ 台南縣永康 

174 燕巢國中 二年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175 鎮南國小 四年級 陳○○ 雲林縣斗六市 

176 尚仁國小 四年級 吳○○ 基隆市七堵區 

177 尚仁國小 三年級 張○○ 基隆市安樂區 

178 高樹國小 六年級 王○○ 屏東縣高樹鄉 

179 林園國中 三年級 陳○○ 高雄縣林園鄉 

180 文山國中 二年級 林○○ 高雄縣鳳山市 

181 中崙國中 三年級 朱○○ 高雄縣鳳山市 

182 中崙國中 三年級 林○○ 高雄縣鳳山市 

183 三地國小 三年級 尤○○ 屏東縣內埔鄉 

184 三地國小 三年級 林○○ 屏東縣三地門鄉 

185 六嘉國中 三年級 黃○○ 嘉義縣六腳鄉 

186 六嘉國中 二年級 侯○○ 嘉義縣六腳鄉 

187 六嘉國中 三年級 劉○○ 嘉義縣六腳鄉 

188 公正國中 一年級 鄭○○ 屏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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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公正國中 二年級 王○○ 屏東市 

190 公正國中 三年級 陳○○ 屏東市 

191 溪口國中 二年級 賴○○ 嘉義縣溪口鄉 

192 溪口國中 二年級 楊○○ 嘉義縣溪口鄉 

193 溪口國中 二年級 郭○○ 嘉義縣溪口鄉 

194 溪口國中 三年級 游○○ 嘉義縣溪口鄉 

195 溪口國中 二年級 陳○○ 嘉義縣溪口鄉 

196 林園國中 三年級 林○○ 高雄縣林園鄉 

197 林園國中 二年級 劉○○ 高雄縣林園鄉 

198 東安國小 四年級 鄭○○ 桃園縣平鎮市 

199 中山國小 四年級 黃○○ 新竹縣竹東鎮 

200 中山國小 六年級 蘇○○ 新竹縣竹東鎮 

201 中山國小 六年級 房○○ 新竹縣竹東鎮 

202 清水國小 三年級 左○○ 新竹縣竹東鎮 

203 清水國小 五年級 范○○ 桃園縣楊梅鎮 

204 楊梅國中 一年級 鍾○○ 桃園縣楊梅鎮 

205 崇明國中 三年級 王○○ 台南市 

206 新光國小 三年級 黃○○ 新竹縣尖石鄉 

207 新光國小 五年級 黃○○ 新竹縣尖石鄉 

208 文賢國中 三年級 陳○○ 台南市 

209 義盛國小 五年級 宗○○ 桃園縣大溪鎮 

210 義盛國小 五年級 賴○○ 桃園縣復興鄉 

211 義盛國小 五年級 黃○○ 桃園縣復興鄉 

212 義盛國小 五年級 黃○○ 桃園縣復興鄉 

213 義盛國小 三年級 覃○○ 桃園縣復興鄉 

214 義盛國小 三年級 呂○○ 桃園縣復興鄉 

215 介壽國中 一年級 湯○○ 桃園縣復興鄉 

216 義盛國小 三年級 胡○○ 桃園縣復興鄉 

217 八斗國小 三年級 杜○○ 基隆市中正區 

218 八斗國小 四年級 林○○ 基隆市中正區 

219 八斗國小 四年級 陳○○ 基隆市中正區 

220 中興國中 一年級 余○○ 桃園市 

221 大同國中 一年級 忽○○ 屏東市 

222 大同國中 二年級 林○○ 屏東市 

223 大同國中 三年級 朱○○ 屏東市 

224 迴龍國小 二年級 徐○○ 桃園縣龜山鄉 

225 迴龍國小 六年級 蔡○○ 桃園縣龜山鄉 

226 迴龍國小 六年級 吳○○ 台北縣樹林市 

227 迴龍國小 五年級 徐○○ 桃園縣龜山鄉 

228 迴龍國中 一年級 張○○ 桃園縣龜山鄉 

229 自強國中 一年級 潘○○ 桃園縣中壢市 

230 迴龍國中 九年級 李○○ 桃園縣龜山鄉 

231 東新國小 六年級 蔡○○ 台中縣東勢鎮 

232 東新國小 六年級 李○○ 台中縣東勢鎮 

233 東新國小 五年級 劉○○ 台中縣東勢鎮 

234 中山國中 二年級 羅○○ 基隆市中山區 

235 竹圍國中 八年級 劉○○ 桃園縣大園鄉 

236 楠陽國小 四年級 黃○○ 高雄縣燕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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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楠陽國小 四年級 陳○○ 高雄縣燕巢鄉 

238 廣福國小 三年級 徐○○ 南投縣中寮鄉 

239 大南國小 五年級 許○○ 嘉義縣梅山鄉 

240 南化國中 二年級 陳○○ 台南縣南化鄉 

241 楠西國小 二年級 黃○○ 台南縣楠西鄉 

242 楠西國小 三年級 鄭○○ 台南縣楠西鄉 

243 楠西國小 五年級 張○○ 台南縣楠西鄉 

244 秀巒國小 三年級 羅○○ 新竹縣尖石鄉 

245 秀巒國小 一年級 高○○ 新竹縣尖石鄉 

246 秀巒國小 四年級 葉○○ 新竹縣尖石鄉 

247 秀巒國小 四年級 劉○○ 新竹縣尖石鄉 

248 秀巒國小 六年級 彭○○ 新竹縣尖石鄉 

249 泰山國小 六年級 張○○ 台北縣泰山鄉 

250 秀巒國小 六年級 邱○○ 新竹縣尖石鄉 

251 秀巒國小 三年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252 陽明國小 一年級 廖○○ 雲林縣崙背鄉 

253 烏來國小 二年級 蔡○○ 台北縣烏來鄉 

254 烏來國小 四年級 王○○ 台北縣烏來鄉 

255 烏來國中 九年級 張○○ 台北縣烏來鄉 

256 烏來國小 三年級 張○○ 台北縣烏來鄉 

257 烏來國小 五年級 鍾○○ 台北縣烏來鄉 

258 新光國小 五年級 莊○○ 新竹縣尖石鄉 

259 新光國小 六年級 張○○ 新竹縣尖石鄉 

260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周○○ 新竹縣五峰鄉 

261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周○○ 新竹縣五峰鄉 

262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宋○○ 新竹縣五峰鄉 

263 五峰國中 一年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264 高樹國小 六年級 葉○○ 屏東縣高樹鄉 

265 高樹國小 六年級 李○○ 屏東縣高樹鄉 

266 高樹國小 六年級 馮○○ 屏東縣高樹鄉 

267 高樹國小 五年級 戴○○ 屏東縣高樹鄉 

268 高樹國小 二年級 方○○ 屏東縣高樹鄉 

269 高樹國小 一年級 修○○ 屏東縣高樹鄉 

270 高樹國小 一年級 曾○○ 屏東縣高樹鄉 

271 高樹國小 六年級 黃○○ 屏東縣高樹鄉 

272 崙背國小 五年級 李○○ 雲林縣崙背鄉 

273 崙背國小 三年級 李○○ 雲林縣崙背鄉 

274 崙背國小 四年級 林○○ 雲林縣崙背鄉 

275 崙背國小 二年級 蘇○○ 雲林縣崙背鄉 

276 崙背國小 四年級 陳○○ 雲林縣崙背鄉 

277 崙背國小 四年級 林○○ 雲林縣崙背鄉 

278 安溪國中 三年級 蔡○○ 台北縣三峽鎮 

279 崙背國小 四年級 張○○ 雲林縣崙背鄉 

280 崙背國小 六年級 許○○ 雲林縣崙背鄉 

281 高泰國中 八年級 張○○ 屏東縣三地門鄉 

282 高泰國中 九年級 柯○○ 屏東縣三地門鄉 

283 高泰國中 一年級 郭○○ 屏東縣高樹鄉 

284 重興國小 六年級 黃○○ 雲林縣林內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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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彌陀國小 四年級 黃○○ 高雄縣彌陀鄉 

286 彌陀國小 三年級 陳○○ 高雄縣彌陀鄉 

287 彌陀國小 六年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288 杉林國中 三年級 陳○○ 高雄縣杉林鄉 

289 永芳國小 六年級 林○○ 高雄縣鳳山市 

290 永芳國小 三年級 黃○○ 高雄縣大寮鄉 

291 永芳國小 六年級 潘○○ 高雄縣大寮鄉 

292 永芳國小 六年級 李○○ 高雄縣大寮鄉 

293 永芳國小 三年級 蔡○○ 高雄縣大寮鄉 

294 永芳國小 五年級 李○○ 高雄縣大寮鄉 

295 木柵國小 四年級 力○○ 高雄縣內門鄉 

296 木柵國小 三年級 許○○ 高雄縣內門鄉 

297 木柵國小 五年級 洪○○ 台南縣左鎮鄉 

298 木柵國小 二年級 林○○ 高雄縣內門鄉 

299 南成國小 六年級 邱○○ 高雄縣鳳山市 

300 南成國小 二年級 劉○○ 高雄縣鳳山市 

301 南成國小 一年級 孫○○ 高雄縣鳳山市 

302 南成國小 四年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303 南成國小 四年級 胡○○ 高雄縣鳳山市 

304 南成國小 六年級 蘇○○ 高雄縣鳳山市 

305 南成國小 六年級 葉○○ 高雄縣鳳山市 

306 壽天國小 五年級 陳○○ 高雄縣岡山鎮 

307 壽天國小 二年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308 壽天國小 三年級 吳○○ 高雄縣岡山鎮 

309 壽天國小 四年級 王○○ 高雄縣岡山鎮 

310 明義國小 二年級 曾○○ 高雄市小港區 

311 中正國小 六年級 蕭○○ 高雄縣鳳山市 

312 中正國小 六年級 廖○○ 高雄縣鳳山市 

313 中正國小 四年級 王○○ 高雄縣鳳山市 

314 中正國小 五年級 李○○ 高雄縣大寮鄉 

315 中正國小 五年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316 中正國小 五年級 王○○ 高雄縣鳥松鄉 

317 鳳西國小 六年級 潘○○ 高雄縣鳳山市 

318 彌陀國小 四年級 邱○○ 高雄縣彌陀鄉 

319 溪寮國小 三年級 李○○ 高雄縣大寮鄉 

320 溪寮國小 二年級 曾○○ 高雄縣大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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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溪寮國小 二年級 廖○○ 高雄縣大寮鄉 

322 溪寮國小 一年級 王○○ 高雄縣大寮鄉 

323 泰山國小 二年級 邵○○ 台北縣泰山鄉 

324 彌陀國小 六年級 宋○○ 高雄縣彌陀鄉 

325 溪寮國小 六年級 潘○○ 高雄縣大寮鄉 

326 溪寮國小 五年級 陳○○ 高雄縣大寮鄉 

327 溪寮國小 五年級 鄭○○ 高雄縣大寮鄉 

328 杉林國中 一年級 潘○○ 高雄縣杉林鄉 

329 杉林國中 一年級 江○○ 高雄縣杉林鄉 

330 杉林國中 一年級 林○○ 高雄縣杉林鄉 

331 杉林國中 一年級 劉○○ 高雄縣杉林鄉 

332 中庄國小 四年級 方○○ 高雄縣大寮鄉 

333 五峰國中 一年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334 五峰國中 三年級 詹○○ 新竹縣五峰鄉 

335 泰山國中 一年級 駱○○ 台北縣泰山鄉 

336 五峰國中 三年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337 五峰國中 三年級 田○○ 新竹縣五峰鄉 

338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39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夏○○ 新竹縣五峰鄉 

340 五峰國中 一年級 戴○○ 新竹縣五峰鄉 

341 五峰國中 一年級 陳○○ 新竹縣五峰鄉 

342 五峰國中 一年級 林○○ 新竹縣五峰鄉 

343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44 五峰國中 一年級 何○○ 新竹縣五峰鄉 

345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張○○ 新竹縣五峰鄉 

346 五峰國中 一年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47 泰山國小 三年級 林○○ 台北縣泰山鄉 

348 泰山國小 五年級 高○○ 台北縣泰山鄉 

349 安溪國中 三年級 劉○○ 台北縣三峽鎮 

350 安溪國中 三年級 黃○○ 台北縣三峽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