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名次 年級 姓名 名目 獎狀編號

2年級 第一名 二年A班  賴承喆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1

2年級 第二名 二年A班  黃婕昕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2

2年級 第三名 二年A班 謝亞榛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3

2年級 第四名 二年A班 林嘉信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4

2年級 第五名 二年A班 李珮芯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5

2年級 第一名 二年B班 王玥筑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6

2年級 第二名 二年B班 唐子恆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7

2年級 第三名 二年B班 王樂咪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8

2年級 第四名 二年B班 顏子庭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89

2年級 第五名 二年B班 邱唯寧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0

2年級 第一名 二年C班 陳詠潔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1

2年級 第二名 二年C班 鄭允翔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2

2年級 第三名 二年C班 陳慧玲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3

2年級 第四名 二年C班 黃楷茵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4

2年級 第五名 二年C班 張湘汝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5

2年級 第一名 二年D班 顏子珣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6

2年級 第二名 二年D班 鄭雋潙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7

2年級 第三名 二年D班 朱廷帛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8

2年級 第四名 二年D班 彭圓珊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199

2年級 第五名 二年D班 吳伊婷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0

3年級 第一名 三年A班 林海茵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1

3年級 第二名 三年A班 王逸林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2

3年級 第三名 三年A班 古萱妘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3

3年級 第四名 三年A班 翁明康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4

3年級 第五名 三年A班 黃廷詣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5

3年級 第五名 三年A班 林軒羽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6

3年級 第一名 三年B班 程于祐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7

3年級 第二名 三年B班 黃子配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8

3年級 第三名 三年B班 林青翰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09

3年級 第四名 三年B班 陳  亭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0

3年級 第五名 三年B班 徐淑瑩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1

3年級 第一名 三年C班 蔡曉妮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2

3年級 第二名 三年C班 廖芙蓉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3

3年級 第三名 三年C班 王于慈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4

3年級 第四名 三年C班 阮榮美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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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級 第五名 三年C班 林建昀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6

3年級 第一名 三年D班 蔡逸萱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7

3年級 第二名 三年D班 劉芷庭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8

3年級 第三名 三年D班 劉穎茹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19

3年級 第四名 三年D班 劉承艾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0

3年級 第五名 三年D班 曾品薷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1

4年級 第一名 四年A班 梁詠賀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2

4年級 第二名 四年A班 孫映信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3

4年級 第三名 四年A班 林永善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4

4年級 第四名 四年A班 顏佑安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5

4年級 第五名 四年A班 林世盛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6

4年級 第一名 四年B班 呂瑋郡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7

4年級 第二名 四年B班 劉芳瑜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8

4年級 第三名 四年B班 郭嘉詠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29

4年級 第四名 四年B班 陳芊君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0

4年級 第五名 四年B班 郭書賑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1

4年級 第一名 四年C班 蕭詩容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2

4年級 第二名 四年C班 劉芸彤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3

4年級 第三名 四年C班 柯悅詠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4

4年級 第四名 四年C班 藤原清子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5

4年級 第五名 四年C班 林宗妮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6

4年級 第一名 四年D班 謝祐瑜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7

4年級 第二名 四年D班 蔡妤喬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8

4年級 第三名 四年D班 吳旻羲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39

4年級 第四名 四年D班 童偉哲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0

4年級 第五名 四年D班 謝政宸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1

5年級 第一名 五年A班 劉佳芝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2

5年級 第二名 五年A班 莊子墨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3

5年級 第三名 五年A班 謝采言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4

5年級 第四名 五年A班 曾品綺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5

5年級 第五名 五年A班 金到映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6

5年級 第一名 五年B班 莊又臻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7

5年級 第二名 五年B班 蔡真真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8

5年級 第二名 五年B班 蔡宜潔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49

5年級 第三名 五年B班 林宗毅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0

5年級 第五名 五年B班 林宗慶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1

5年級 第一名 五年C班 陳璐德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2



5年級 第二名 五年C班 陳璐雅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3

5年級 第三名 五年C班 林品欣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4

5年級 第四名 五年C班 洪襄希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5

5年級 第五名 五年C班 藤原茉春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6

5年級 第一名 五年D班 區詠雯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7

5年級 第二名 五年D班 劉勻妙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8

5年級 第三名 五年D班 呂欣柔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59

5年級 第四名 五年D班 翁惇敏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0

5年級 第五名 五年D班 盧珮齊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1

6年級 第一名 六年A班 賴怡亭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2

6年級 第二名 六年A班 金成潤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3

6年級 第三名 六年A班 吳宣瑩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4

6年級 第四名 六年A班 金奈映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5

6年級 第五名 六年A班 阮嘉樂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6

6年級 第一名 六年B班 梁詠喻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7

6年級 第二名 六年B班 曾薇熹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8

6年級 第三名 六年B班 周庭葳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69

6年級 第四名 六年B班 呂俊緯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0

6年級 第五名 六年B班 劉盈楨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1

6年級 第一名 六年C班 張恩慈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2

6年級 第二名 六年C班 豆雪兒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3

6年級 第三名 六年C班 陳知寬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4

6年級 第四名 六年C班 劉冠妤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5

6年級 第五名 六年C班 黃嘉如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6

6年級 第一名 六年D班 龔如瓊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7

6年級 第一名 六年D班 何安怡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8

6年級 第二名 六年D班 劉程熙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79

6年級 第三名 六年D班 郭枳妘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80

6年級 第二名 六年D班 賴宏俊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81

6年級 第三名 六年D班 高秭涵 小學部班級暑假作業比賽 1070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