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正取1 謝*峻 T22****471 正取1 呂*蓁 S22****632

正取2 蕭*佑 S12****155 正取2 李*睿 E12****161

正取3 李*運 E12****828 正取3 蘇*翔 E12****863

正取4 林*妤 E22****601 正取4 張*勛 E12****029

正取5 李*剛 E12****255 正取5 梅*茲 E22****531

正取6 李*鴻 E12****273 正取6 許*榛 E22****380

正取7 吳*恩 S12****565 正取7 章*溢 E12****809

正取8 曾*瑜 E22****088 正取8 柳*浩 E12****708

正取9 凌*恩 E12****662 正取9 劉*妘 E22****739

正取10 陳*彬 s12****120 正取10 陳*琦 S22****056

正取11 邱*丞 S12****817 正取11 黃*澐 E22****570

正取12 韓*叡 S12****196 正取12 洪*文 E12****375

正取13 楊*恩 E22****385 正取13 邱*婷 T22****217

正取14 薛*瑜 E22****628 正取14 吳*融 E12****870

正取15 蘇*淇 E22****559 正取15 陳*德 X12****671

正取16 吳*霏 E27****581 正取16 洪*彤 E22****695

正取17 黃*淞 R12****213 正取17 陳*瑋 E12****350

正取18 呂*宸 E12****930 正取18 葉*紅 E22****960

正取19 張*琹 E22****998 正取19 李*融 E12****620

正取20 朱*涵 E22****279 正取20 陳*如 E22****853

正取21 萬*瑋 S12****327 正取21 蔡*恩 E12****452

正取22 郭*溱 R22****377 正取22 吳*庭 S12****016

正取23 楊*羽 E12****215 正取23 林*岑 E22****436

正取24 陳*崴 E22****092 正取24 蔡*倪 e22****777

正取25 蘇*潔 E22****370 正取25 王*睿 E12****075

正取26 吳*毅 E12****288 正取26 陳*言 E12****485

正取27 劉*睿 S12****837 正取27 陳*軒 E12****653

正取28 卓*瑢 E22****806 正取28 呂*璋 S12****183

正取29 呂*璋 S12****183 正取29 陳*資 S22****167

正取30 孫*熙 E22****111 正取30 陳*真 S22****661

備1 楊*蓁 E22****242 備1 孫*熙 E22****111

備2 劉*廷 Q12****888 備2 曾*潔 S22****926

備3 黃*媞 E22****825 備3 王*與 E12****506

備4 趙*廷 T12****055

備5 蔡*祐 E12****382

107年小小自然觀察家~自然生態體驗營 正備取名單
第一梯次-7月4日 第二梯次-7月5日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正取1 洪*媃 R22****199 備8 邱*綺 E27****399

正取2 李*辰 E12****810 備9 王*云 E22****102

正取3 辛*樂 E22****867 備10 王*詣 E12****219

正取4 周*妤 E22****310 備11 林*萱 S22****768

正取5 丁*愷 E12****022 備12 郭*淇 E22****083

正取6 洪*恩 E22****209 備13 尤*褕 T22****015

正取7 趙*安 E12****453 備14 尤*亨 T12****857

正取8 林*勛 E12****788 備15 顏*晴 S22****097

正取9 黃*芩 D22****661

正取10 徐*恩 E22****139

正取11 黃*瑋 E12****852

正取12 蔡*珆 E22****225

正取13 林*穎 E22****849

正取14 黃*浩 n12****979

正取15 郭*庭 E12****933

正取16 黃*蓉 E22****530

正取17 莊*綺 E22****968

正取18 張*嘉 E12****559

正取19 張*瑜 E12****787

正取20 羅*謙 S12****495

正取21 郭*岑 E22****388

正取22 柯*涵 E22****435

正取23 許*甄 D22****453

正取24 謝*裕 T12****108

正取25 謝*佑 T12****111

正取26 許*豪 S12****422

正取27 蔡*祐 E12****042

正取28 李*宸 S22****417

正取29 賴*芬 T22****541

正取30 黃*鈞 E12****776

備1 沈*萓 E22****959

備2 郭*良 E12****868

備3 柳*丞 E22****995

備4 陳*豪 F13****847

備5 蔡*翰 E12****563

備6 李*恩 S22****408

備7 陳*涵 S12****429

第三梯次-7月11日第三梯次-7月11日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正取1 許*涵 E22****462 正取1 余*蒨 E22****565

正取2 林*彤 e22****446 正取2 劉*騰 E12****535

正取3 戴*宸 E12****959 正取3 李*安 D22****339

正取4 許*程 S12****609 正取4 黃*妤 N22****218

正取5 徐*閎 E12****261 正取5 陳*和 E12****932

正取6 陳*謙 T12****868 正取6 陳*滔 X12****426

正取7 曾*豪 E12****498 正取7 楊*倫 E12****035

正取8 曾*甯 E22****280 正取8 張*滏 M22****809

正取9 余*恩 E22****836 正取9 王*翔 E12****937

正取10 夏*涵 E22****845 正取10 謝*叡 S12****713

正取11 楊*樂 E22****635 正取11 林*呈 E12****608

正取12 陳*佐 E12****596 正取12 王*安 E22****315

正取13 呂*琳 E22****182 正取13 王*翰 E12****683

正取14 鄭*仁 E12****506 正取14 楊*涵 S22****828

正取15 許*豪 S12****422 正取15 余*昇 E12****355

正取16 蔡*語 I10****547 正取16 余*智 E12****100

正取17 蔡*悠 I10****650 正取17 林*蓁 E22****987

正取18 蘇*仁 E12****045 正取18 尤*歆 S22****660

正取19 李*蓁 T22****198 正取19 尤*萱 S22****679

正取20 李*緯 S12****683 正取20 陳*宇 E29****727

正取21 李*瑤 S22****562 正取21 黃*霖 E12****498

正取22 陳*岑 E22****987 正取22 蕭*嫣 E22****670

正取23 鄭*宇 A13****598 正取23 詹*竹 S12****333

正取24 鄭*翼 A13****905 正取24 劉*綺 Q22****592

正取25 卓*昀 E22****651 正取25 沈*綸 E12****126

正取26 蔡*霖 E12****210 正取26 徐*恩 E17****300

正取27 鄭*欣 E22****738 正取27 顏*鴻 S12****018

正取28 楊*星 A13****479 正取28 林*宏 S12****137

正取29 吳*萱 E22****257 正取29 劉*廷 Q12****888

正取30 許*嘉 E12****703 正取30 曾*利 S12****167

備1 廖*喬 E22****352

備2 張*展 E12****051

備3 鄧*恩 E12****517

備4 林*辰 E22****016

第五梯次-7月18日第四梯次-7月12日



報名狀態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正取1 江*禾 T12****695

正取2 江*妤 T22****587

正取3 蔡*叡 s22****125

正取4 劉*安 B22****983

正取5 丁*竣 E12****319

正取6 蕭*芸 S22****292

正取7 許*溍 S12****997

正取8 李*辰 A13****402

正取9 黃*璿 S12****575

正取10 黃*容 S12****517

正取11 吳*伯 E12****011

正取12 周*璇 E22****458

正取13 吳*瑩 S22****418

正取14 林*靚 E12****329

正取15 蒲*語 s22****736

正取16 董*婕 E22****986

正取17 謝*萱 S22****563

正取18 張*筑 E22****946

正取19 鄭*宸 R22****612

正取20 蔣*宸 F13****216

正取21 張*鈞 E12****796

正取22 陳*信 X12****733

正取23 王*登 E12****987

正取24 廖*婕 E22****201

正取25 凃*祐 S12****579

正取26 丁*豪 E12****411

正取27 林*晴 E22****069

正取28 蕭*雅 S22****138

正取29 陳*義 X12****141

第六梯次-7月19日


	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