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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蔡○媚 NT$7,00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陳○妤 NT$7,000 
 

員林高中 洪○琳 NT$5,000  鹿港國中 陳○宇 NT$3,00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吳○璇 NT$7,000  長榮大學 許○媗 NT$7,000 
 

北斗家商 洪○恩 NT$5,000  鹿港國中 李○翰 NT$3,000 

國立政治大學 蕭○婕 NT$7,000  大仁科技大學 詹○茜 NT$7,000 
 

永靖高工 粘○維 NT$5,000  鹿港國中 許○豪 NT$3,000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王○崴 NT$7,000  國立台東大學 江○哲 NT$7,000 
 

鹿港高中 吳○芸 NT$5,000  精誠中學 林○澄 NT$3,000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洪○慈 NT$7,000  金門大學 黃○如 NT$7,000 
 

鹿港高中 林○庭 NT$5,000  精誠中學 張○宇 NT$3,000 

國立台北大學 林○昱 NT$7,000  澎湖科技大學 藍○伃 NT$7,000 
 

溪湖高中 溫○萱 NT$5,000  精誠中學 施○安 NT$3,000 

國立台北大學 梁○辰 NT$7,000  成淵高中 黃○瑜 NT$5,000 
 

溪湖高中 盧○聖 NT$5,000  精誠中學 粘○睿 NT$3,000 

黎明技術學院 謝○姍 NT$7,000  中正高中 施○雯 NT$5,000 
 

溪湖高中 周○妤 NT$5,000  鹿鳴國中 郭○宛 NT$3,000 

輔仁大學 劉○嫻 NT$7,000  松山高中 蔡○紘 NT$5,000 
 

秀水高工 黃○衡 NT$5,000  福興國中 粘○哲 NT$3,000 

世新大學 馬○鴻 NT$7,000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施○侖 NT$5,000 
 

精誠中學 唐○恩 NT$5,000  福興國中 施○朋 NT$3,000 

銘傳大學 印○聿 NT$7,000  台中一中 胡○銘 NT$5,000 
 

精誠中學 施○宏 NT$5,000  三光國中 蔡○欣 NT$3,000 

實踐大學 周○恩 NT$7,000  台中一中 尤○霖 NT$5,000 
 

和美高中 陳○毓 NT$5,000  名間國中 彭○涵 NT$3,000 

台北醫學大學 蔡○淳 NT$7,000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黃○楷 NT$5,000 
 

達德商工 蔡○霓 NT$5,000  太子國中 黃○儀 NT$3,00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希 NT$7,000  彰化女中 莊○蒨 NT$5,000 
 

台南高商 王○祥 NT$5,000     

健行科技大學 何○怡 NT$7,000  彰化女中 郭○玲 NT$5,000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李○瑜 NT$5,000     

國立清華大學 陳○宜 NT$7,000  彰化女中 郭○蓁 NT$5,000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洪○婷 NT$5,000     

中華科技大學 鄭○志 NT$7,000  彰化女中 李○慇 NT$5,000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廷 NT$5,000     

明道大學 王○貞 NT$7,000  彰化女中 張○媮 NT$5,000 
 

楠梓高中 黃○鈺 NT$5,000     

建國科技大學 洪○豪 NT$7,000  彰化女中 莊○蓉 NT$5,000 
 

弘道國中 蔡○芳 NT$3,000     

建國科技大學 洪○凱 NT$7,000  彰化女中 宋○綺 NT$5,000 
 

光武國中 唐○恩 NT$3,000     

中國醫藥大學 莊○棻 NT$7,000  彰化高中 林○慶 NT$5,000 
 

四張犁國中 張○縈 NT$3,000     

中國醫藥大學 蔡○潔 NT$7,000 
 

彰化高中 粘○瀚 NT$5,000 
 

彰興國中 施○安 NT$3,000 
 

   

東海大學 陳○惠 NT$7,000 
 

彰化高中 林○楫 NT$5,000 
 

彰興國中 施○宇 NT$3,000 
 

   

逢甲大學 張○慈 NT$7,000 
 

彰化高中 黃○翰 NT$5,000 
 

陽明國中 宋○楷 NT$3,000 
 

   

中山醫學大學 許○庭 NT$7,000 
 

彰化高商 王○媛 NT$5,000 
 

鹿港國中 李○展 NT$3,000 
 

   

亞洲大學 謝○安 NT$7,000 
 

彰化高商 黃○程 NT$5,000 
 

鹿港國中 黃○毓 NT$3,000 
 

   

亞洲大學 張○翎 NT$7,000 
 

彰化高商 陳○晴 NT$5,000 
 

鹿港國中 許○崴 NT$3,000 
 

   

弘光科技大學 莊○諠 NT$7,000 
 

彰化高工 許○瑋 NT$5,000 
 

鹿港國中 趙○勛 NT$3,000 
 

   

嶺東科技大學 葉○倚 NT$7,000 
 

彰化高工 陳○儒 NT$5,000 
 

鹿港國中 蘇○祺 NT$3,000 
 

   

國立成功大學 郭○婷 NT$7,000 
 

彰化高工 蔡○安 NT$5,000 
 

鹿港國中 許○媃 NT$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