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翡翠水庫管理局 

107年度水資源保育研習營活動錄取名單 
第一梯次錄取名單(活動時間：107年7月14日)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1 陳○ 吉林國小 正取 34 呂○穎 文德國小 正取 67 林○廷 丹鳳國小 正取

2 呂○翰 吉林國小 正取 35 謝○蒼 豐年國小 正取 68 余○翰 丹鳳國小 正取

3 劉○珊 景興國小 正取 36 許○倪 同榮國小 正取 69 邱○瑜 龍安國小 正取

4 魏○安 力行國小 正取 37 郭○綾 海山國小 正取 70 吳○比 胡適國小 正取

5 魏○宇 安坑國小 正取 38 詹○樺 中港國小 正取 71 陳○妤 德音國小 正取

6 李○晟 長春國小 正取 39 陳○妤 實踐國小 正取 72 郭○絜 木柵國小 正取

7 曾○安 博愛國小 正取 40 邱○廷 麗林國小 正取 73 朱○暶 德音國小 正取

8 李○萱 銘傳國小 正取 41 葉○佑 同榮國小 正取 74 趙○慶 同榮國小 正取

9 連○丞 民生國小 正取 42 葉○渝 同榮國小 正取 75 童○瑄 安和國小 正取

10 連○安 民生國小 正取 43 葉○誠 義學國小 正取 76 王○嬅 濱江國小 正取

11 蘇○軒 銘傳國小 正取 44 張○瑞 百齡國小 正取         

12 邱○宸 興雅國小 正取 45 徐○宇 北新國小 正取         

13 蕭○真 興華國小 正取 46 蕭○伶 麗湖國小 正取         

14 蘇○漢 力行國小 正取 47 吳○頡 志清國小 正取         

15 林○諭 志清國小 正取 48 陳○慈 海山國小 正取         

16 張○恩 三峽國小 正取 49 陳○于 海山國小 正取         

17 許○希 昌平國小 正取 50 蔡○彥 廣福國小 正取         

18 潘○勳 昌平國小 正取 51 林○緯 莒光國小 正取         

19 鄭○欣 忠義國小 正取 52 陳○廷 百齡國小 正取         

20 張○婕 復興國小 正取 53 王○菲 頂埔國小 正取         

21 江○恩 光復國小 正取 54 李○樺 正義國小 正取         

22 李○臻 厚德國小 正取 55 劉○妤 裕民國小 正取         

23 羅○程 新和國小 正取 56 彭○堰 積穗國小 正取         

24 劉○瑄 中和國小 正取 57 吳○珍 三峽國小 正取         

25 莊○婷 中和國小 正取 58 莊○恩 銘傳國小 正取         

26 劉○玫 埔墘國小 正取 59 洪○豪 同榮國小 正取         

27 劉○吟 埔墘國小 正取 60 劉○妤 新埔國小 正取         

28 蘇○宸 重慶國小 正取 61 張○蒨 秀朗國小 正取         

29 蘇○宸 重慶國小 正取 62 謝○樹 健康國小 正取         

30 黃○軒 同榮國小 正取 63 朱○旭 東新國小 正取         

31 李○蓁 同榮國小 正取 64 葉○之 建安國小 正取         

32 林○恩 中合國小 正取 65 童○慈 安和國小 正取         

33 蕭○傑 埔墘國小 正取 66 林○芳 國語實小 正取         

 

 



 
 
 

第二梯次錄取名單(活動時間：107年7月21日)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排序 姓名 學校 資格

1 李○郁 大里國小 正取 34 吳○瑜 及仁國小 正取 67 陳○佑 興南國小 正取

2 林○羽 西松國小 正取 35 陳○勛 廣福國小 正取 68 胡○甯 光復國小 正取

3 丁○倫 集美國小 正取 36 歐○禎 復興國小 正取 69 高○萱 溪穗國小 正取

4 張○琦 潭美國小 正取 37 周○宏 永和國小 正取 70 洪○涵 安坑國小 正取

5 陳○澤 力行國小 正取 38 陳○宜 日新國小 正取 71 林○廷 萬大國小 正取

6 陳○柔 南港國小 正取 39 陳○路 海山國小 正取 72 黃○娣 實踐國小 正取

7 溫○齊 市東國小 正取 40 蘇○笙 東門國小 正取 73 陳○宇 樹林國小 正取

8 張○靈 光復國小 正取 41 廖○宥 建國國小 正取 74 黃○語 樹林國小 正取

9 張○樂 華江國小 正取 42 陳○廷 福林國小 正取 75 黃○傑 秀山國小 正取

10 蘇○婷 雙園國小 正取 43 吳○寧 福林國小 正取 76 林○安 忠義國小 正取

11 李○民 金華國小 正取 44 鄭○云 福林國小 正取 77 游○鴻 復興國小 正取

12 賴○文 永平國小 正取 45 吳○儀 福林國小 正取 78 汪○宇 復興國小 正取

13 陶○睿 健康國小 正取 46 伍○愷 中和國小 正取 79 李○廷 龍埔國小 正取

14 李○展 國語實小 正取 47 趙○揚 鶯歌國小 正取 80 李○諭 復興國小 正取

15 潘○恩 臺北實小 正取 48 陳○寧 仁愛國小 正取 81 許○翔 樹林國小 備取

16 徐○崴 文林國小 正取 49 吳○宏 海山國小 正取 82 高○喬 建安國小 備取

17 呂○毅 三玉國小 正取 50 張○涵 民生國小 正取 83 馬○廷 明湖國小 備取

18 林○伸 三玉國小 正取 51 曾○定 國語實小 正取 84 黃○晴 景興國小 備取

19 張○軒 民權國小 正取 52 黃○雅 復興國小 正取 85 黃○修 葫蘆國小 備取

20 莊○宇 大佳國小 正取 53 溫○宇 明湖國小 正取 86 劉○佑 秀山國小 備取

21 黃○潾 力行國小 正取 54 李○靜 復興國小 正取 87 黃○皓 海山國小 備取

22 陳○佑 武功國小 正取 55 陳○維 丹鳳國小 正取 88 張○賀 中正國小 備取

23 陳○寧 胡適國小 正取 56 蕭○安 蘆洲國小 正取     

24 蘇○瑩 力行國小 正取 57 蕭○佑 蘆洲國小 正取     

25 劉○惟 龍安國小 正取 58 林○妤 復興國小 正取     

26 李○得 永建國小 正取 59 劉○ 光復國小 正取     

27 張○琪 金華國小 正取 60 盧○宸 信義國小 正取     

28 杜○翰 長春國小 正取 61 廖○伶 景興國小 正取     

29 林○旭 博愛國小 正取 62 凃○仁 雙園國小 正取     

30 王○安 天母國小 正取 63 鄭○行 成功國小 正取     

31 池○璇 錦和國小 正取 64 李○冠 溪州國小 正取     

32 賴○瑋 溪州國小 正取 65 彭○閎 秀山國小 正取     

33 賴○渝 溪州國小 正取 66 康○禎 中港國小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