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餅乾經理人 證書頒發名單

編號 縣市 團名 姓名

1 臺北市 東湖國中 吳孟蓁

2 臺北市 東湖國中 張以柔

3 臺北市 東湖國中 沈佑丞

4 臺北市 東湖國中 王柏凱

5 臺北市 東湖國中 游芙蓮

6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莊昕穎

7 臺北市 東湖國中 康淯昀

8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蔡緯翰

9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蔡承穎

10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蕭荺文

11 臺北市 東湖國中 黃宥崴

12 臺北市 東湖國中 王翎璨

13 臺北市 東湖國中 黃楷芸

14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胡恩華

15 臺北市 東湖國中 王淳禾

16 臺北市 東湖國中 李妤婕

17 臺北市 東湖國中 蕭子辰

18 臺北市 東湖國中 余承曄

19 臺北市 東湖國中 王家佑

20 臺北市 景興國小 黃瓅禾

21 臺北市 景興國小 蕭楚蓉

22 臺北市 景興國小 葉書涵

23 臺北市 景興國小 葛采源

24 臺北市 景興國小 王薰

25 臺北市 景興國小 謝亞妍

26 臺北市 景興國小 陳婕

27 臺北市 景興國小 張馨文

28 臺北市 景興國小 林詠恩

29 臺北市 民生國小 卓有容

30 臺北市 民生國小 賴瑀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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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臺北市 民生國小 王芃文

32 臺北市 民生國小 王芃云

33 臺北市 民生國小 夏翊瑄

34 臺北市 民生國小 卓有微

35 臺北市 民生國小 賴品均

36 臺北市 民生國小 賴品瀞

37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邱子琪

38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姸安

39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姸薴

40 臺北市 民生國小 謝善如

41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思語

42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璦妡

43 臺北市 民生國小 林祖瑜

44 臺北市 民生國小 林祖庭

45 臺北市 民生國小 林榆甯

46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邱婕恩

47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譽心

48 臺北市 民生國小 陳品妍

49 桃園市 文昌國中 何品融

50 桃園市 文昌國中 許丁勻

51 桃園市 文昌國中 葉芸榛

52 桃園市 文昌國中 游枚瑾

53 桃園市 文昌國中 莊子進

54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李以晴

55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呂芸樂

56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涂郁安

57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林玥

58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陳芷葶

59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陳立真

60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林宜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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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楊芸熙

62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劉千瑜

63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蔡惠琳

64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鍾槿潓

65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劉馥誠

66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呂永珍

67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林旂靚

68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呂承儕

69 桃園市 石門社區-幼女童軍 徐暘甯

70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呂芸安

71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温采晴

72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高子淳

73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賈金嫣

74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邱柔菲

75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高子鈞

76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陳郁璇

77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江語甯

78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陳婕晞

79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江芯甯

80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林芯羽

81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林宜樂

82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陳渝絜

83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黃威華

84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張妍詠

85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鍾妮恩

86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鍾槿樺

87 桃園市 石門社區-小小女童軍 蔡欣橙

88 桃園市 石門社區-女童軍 潘亭妤

89 桃園市 石門社區-女童軍 潘怡親

90 桃園市 石門社區-女童軍 朱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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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桃園市 石門社區-女童軍 陳慧恩

92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王晨妮

93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楊謹甄

94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曾心玉

95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周奕寧

96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陳昱均

97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王𨯧𨯧汶

98 桃園市 東興行蘭團 陳繪如

99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張瑋宸

100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蔡亞璇

101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周亞昕

102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鍾侑諠

103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方家霖

104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徐瑋君

105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曾庠宇

106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鄭丞恩

107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黃瑋甯

108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許容嘉

109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丁湘庭

110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游博凱

111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林芯蕾

112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詹雲涵

113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葉秉宸

114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朱麒筌

115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吳絃綺

116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賴宥蓁

117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謝和益

118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吳彥廷

119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魏妏靜

120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鍾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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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于可芯

122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余甄

123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蔣凱淇

124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何悅綺

125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黃意婷

126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戴曉雯

127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徐子淇

128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張羽潔

129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余宥瑄

130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涂若菲

131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游羽喬

132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吳思慧

133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孫羽涵

134 桃園市 東興童軍團 李辰洋

135 桃園市 慈文國中 趙翊如

136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林冠妍

137 桃園市 慈文國中 張芯寧

138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方宇瑄

139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林郁璇

140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李宜宸

141 桃園市 慈文國中 鄭芷芹

142 桃園市 慈文國中 郭家嘉

143 桃園市 慈文國中 吳育丞

144 桃園市 慈文國中 黃品喆

145 桃園市 慈文國中 于加禾

146 桃園市 慈文國中 許淙培

147 桃園市 慈文國中 呂其彥

148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潘漢哲

149 桃園市 慈文國中 陳紀豪

150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柯翊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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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桃園市 慈文國中 林宥廷

152 桃園市 慈文國中 劉耕輔

153 桃園市 慈文國中 趙宸衒

154 桃園市 慈文國中 呂宸睿

155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徐子宸

156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陳倪嘉

157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徐千淳

158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楊佩璇

159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謝采真

160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鄭暐翰

161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陳禾軒

162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郭捷銘

163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洪子芸

164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陳禹慈

165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李光晴

166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莊尉彤

167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陳禹沛

168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胡盈

169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張子翎

170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林可昀

171 新竹市 建功高中童軍團 余佳芸

172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謝濬瞳

173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江庭萱

174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孫于穠

175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林禹岑

176 臺中市 大業國中 黃語涵

177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蘇品甄

178 臺中市 大業國中 王詠薇

179 臺中市 大業國中 顏宇婕

180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賴亭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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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臺中市 大業國中 陳育淇

182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洪瑄汝

183 臺中市 大業國中 何婷煒

184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袁方妤

185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林可涵

186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曲劭曦

187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林恩睿

188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詹釉甯

189 臺中市 大業國中 何宜潔

190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張超為

191 臺中市 大業國中 何雨樺

192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張庭甄

193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孫穎宸

194 臺中市 大業國中 曾禹絜

195 臺中市 大業國中 葉品孜

196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彭子瑜

197 臺中市 大業國中 卓詩樺

198 臺中市 大業國中 陳宜盈

199 臺中市 大業國中 王意理

200 臺中市 大墩國中 林淑芬

201 臺中市 大墩國中 廖翊如

202 臺中市 大墩國中 何愷貞

203 臺中市 大墩國中 孫書翎

204 臺中市 大墩國中 薛芷安

205 臺中市 大墩國中 黃姮睿

206 臺中市 大墩國中 黃卉淇

207 臺中市 大墩國中 賴侑暄

208 臺中市 大墩國中 賴毓淇

209 臺中市 大墩國中 劉子馨

210 臺中市 大墩國中 李湘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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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臺中市 大墩國中 林羿岑

212 臺中市 大墩國中 陳冠慈

213 臺中市 大墩國中 王苡薷

214 臺中市 大墩國中 黃若綺

215 臺中市 大墩國中 羅心妤

216 臺中市 大墩國中 賴瀅安

217 臺中市 大墩國中 許裕閔

218 臺中市 萬和宮女童軍團 王姿雅

219 臺中市 萬和宮女童軍團 孫書翎

220 臺中市 萬和宮女童軍團 孫鳳謙

221 臺中市 萬和宮女童軍團 王翊安

222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安荺

223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昱汝

224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李若瑜

225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彥文

226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林冠丞

227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林芯妤

228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鈺璇

229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呂樂俞

230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張濬麒

231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馬齊斟

232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以恩

233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桂娟

234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王郁欽

235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鍾祐翔

236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鍾侑霖

237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廖晏苡

238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羿臻

239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李柏廷

240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張睿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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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林微庭

242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永恩

243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添淥

244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張宗翔

245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韋翰

246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柔嬡

247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王姮懿

248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陳孟涵

249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王子懿

250 臺中市 文山北極星 廖偉傑

251 彰化縣 精誠高中精鷹複式 施昱安

252 彰化縣 精誠高中精鷹複式 李庭緯

253 彰化縣 精誠高中精鷹複式 顏子芸

254 臺南市 新東國中 黃貞珮

255 臺南市 新東國中 潘芊霓

256 臺南市 新東國中 方奕鈞

257 臺南市 新東國中 余佳伊

258 臺南市 新東國中 黃子恩

259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劉宸佑

260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徐瑋辰

261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張芷盈

262 臺南市 新東國中 蔡佩蓁

263 臺南市 新東國中 翁子喧

264 臺南市 新東國中 謝采芳

265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張雯芊

266 臺南市 新東國中 陳暐甯

267 臺南市 新東國中 許云華

268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張可霓

269 臺南市 新東國中 蕭貝容

270 臺南市 新東國中 莊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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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臺南市 新東國中 吳珮銣

272 臺南市 新東國中 李云茜

273 嘉義市 民生國中 郭宥芸

274 嘉義市 民生國中 郭品妤

275 嘉義市 民生國中 吳若妤

276 嘉義市 民生國中 葉芃均

277 嘉義市 玉山國中 賴思涵

278 嘉義市 玉山國中 柳意華

279 嘉義市 玉山國中 楊友嘉

280 嘉義市 玉山國中 沈伯勉

281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林以捷

282 嘉義市 嘉大附小 黃渝真

283 嘉義市 嘉大附小 廖珮淇

284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李采潔

285 嘉義市 嘉大附小 周文蓁

286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江若溱

287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李真瑜

288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江庭瑀

289 嘉義市 嘉大附小 劉研欣

290 嘉義市 嘉大附小 陳榆晴

291 嘉義市 嘉大附小 吳沁玹

292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李品萱

293 嘉義市 嘉大附小 蔡依倫

294 嘉義市 嘉大附小 李昀淨

295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宥妡

296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彭泰恩

297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許怡恩

298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蔡嘉睛

299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鍾宇欣

300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書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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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孫煦和

302 高雄市 左營國中 余采諠

303 高雄市 左營國中 林薇倪

304 高雄市 左營國中 潘睿靚

305 高雄市 左營國中 李冠廷

306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柏妍

307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倇千

308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郭湘婷

309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旃呈

310 高雄市 左營國中 丘沛霓

311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蘇靖涵

312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玟臻

313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雅玄

314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鄭淯蔓

315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黃欐茵

316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胡庭睿

317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莊力宥

318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芊妤

319 高雄市 左營國中 林宣妏

320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許珈愷

321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鐘晴

322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魏本馨

323 高雄市 左營國中 戴宸馨

324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宣妤

325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許智崴

326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黃偲芹

327 高雄市 左營國中 王志文

328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姿妏

329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蘇畇溱

330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崔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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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馮琪媛

332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蔡辰欣

333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賴湘懿

334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黃亮瑄

335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昕菱

336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以恩

337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詹凱茜

338 高雄市 左營國中 蔡侑家

339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邱顯陽

340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顏妤芳

341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陳諮亭

342 高雄市 左營國中 劉芮伶

343 高雄市 左營國中 黃家融

344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林美瑤

345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黃玫齡

346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高詩婷

347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宣妤

348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姜韋綺

349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黃羽婕

350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黃馨樂

351 高雄市 正興國中 王芷因

352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林愛妮

353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徐亞妍

354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周柏辰

355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唐浚容

356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鄭禾

357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劉嘉欣

358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劉喬茵

359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張洧祐

360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黃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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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林佳豫

362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李蕎筠

363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姚東彣

364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饒家郡

365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湯軒伃

366 高雄市 正興國中 許儷薰

367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洪嘉良

368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徐富玉

369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宥津

370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與潔

371 高雄市 正興國中 洪貫綸

372 高雄市 正興國中 蔣宜錚

373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亭瑜

374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瑋珊

375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張辰瑋

376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威儒

377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郭騏銘

378 高雄市 正興國中 謝宸泠

379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恩欣

380 高雄市 正興國中 吳婕琳

381 高雄市 正興國中 陳宥筠

382 高雄市 岡山國中 薛涵菫

383 高雄市 岡山國中 陳羽珊

384 高雄市 岡山國中 柯羽柔

385 高雄市 岡山國中 林郁珊

386 高雄市 岡山國中 吳尚恩

387 高雄市 岡山國中 吳泓翰

388 高雄市 岡山國中 鍾歆妮

389 高雄市 岡山國中 周穎

390 高雄市 青年國中 蔡沂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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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高雄市 青年國中 劉御辰

392 高雄市 青年國中 萬儀梵

393 高雄市 青年國中 葉玄宏

394 高雄市 苓雅國中 謝𦭳𦭳安

395 高雄市 苓雅國中 王子穎

396 高雄市 苓雅國中 陳琬姍

397 高雄市 苓雅國中 梁羽蓁

398 高雄市 苓雅國中 王亭雅

399 高雄市 苓雅國中 黃瑜欣

400 高雄市 苓雅國中 陳可芸

401 高雄市 苓雅國中 葉盈辰

402 高雄市 茄萣國中 郭亮彤

403 高雄市 茄萣國中 張家綺

404 高雄市 茄萣國中 張柏憲

405 高雄市 茄萣國中 郭亮均

406 高雄市 茄萣國中 蘇巧芸

407 高雄市 茄萣國中 洪于智

408 高雄市 茄萣國中 許芳愷

409 高雄市 茄萣國中 歐宸瑜

410 高雄市 茄萣國中 李尚哲

411 高雄市 茄萣國中 顏博翊

412 高雄市 茄萣國中 顏靖恩

413 高雄市 海洋心社區童軍團 楊書華

414 高雄市 海洋心社區童軍團 徐千淳

415 高雄市 海洋心社區童軍團 傅佩妮

416 高雄市 海洋心社區童軍團 黃馨億

417 高雄市 陽明國中 郭諭臻

418 高雄市 陽明國中 張子萱

419 高雄市 陽明國中 陳鈺錡

420 高雄市 陽明國中 陳君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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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高雄市 陽明國中 黃家蓁

422 高雄市 陽明國中 郭妍均

423 高雄市 陽明國中 成家瑜

424 高雄市 陽明國中 林文喬

425 高雄市 鳳山國中 張晏真

426 高雄市 鳳山國中 陳素月

427 高雄市 鳳山國中 簡湘樺

428 高雄市 鳳山國中 劉芯妤

429 高雄市 鳳山國中 儲卿淇

430 高雄市 鳳山國中 張宭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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