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學校名稱 組別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參賽學生3 候補學生1 候補學生2 候補學生3

1 潛龍國小 觀摩組 劉姿麟 陳筱涵 管妤婷 張湛謙

2 北大國小 觀摩組 劉家均 張愷紘 賴右家 方宥恩

3 土城國小 觀摩組 李思萱 陳宥旭 林展任 黃琬芯

4 山崎國小 觀摩組 呂淑卿 王雨沛 劉珈杕 張芸溎

5 新開國小 觀摩組 周秉源 李柏洋 林靖洧 詹靖淳

6 大有國小 一 李麗芬 羅文伶 陳育茗 黃品叡 胡立楷

7 樂善國小 一 林欣憓 李安堂 楊可安 楊霈柔 周荷閔 吳貞徵

8 楊梅國小 一 郭月華 吳炤諳 高宥歆 田育旨 劉昱佳

9 建國國小 一 張文藍 王若瑀 田安妤 蔡慈恩 李御嘉

10 平興國小 一 辜茹黴 黃詩涵 胡馨予 顏恩祈 彭英碩 林晏榆 葉智淵

11 中壢國小 一 胡毓榮 林鈺諺 江品樂 吳沛恩 賴依晴 江曼菱 胡栢瑞

12 廣興國小 一 池玉林 邱湘妘 黃歆甯 盧星佑

13 宋屋國小 一 蔡鴻興 謝獻文 賴彥輔 廖品淵 方永豪 楊聿善 張雅媞

14 三和國小 一 張綺庭 林厚勛 胡元議 陳宥慈

15 瑞豐國小 二 涂于婷 張慈恩 江心妤 劉胤筑 沈家樂

16 祥安國小 二 郭士龍 池依芹 吳芷甯 陳奐宇 劉國郁 呂和宇

17 大業國小 二 莊黃翔 陳翊嫙 洪瑋彤 陳禹臻

18 大同國小 二 許嘉文 鄒佳妤 吳承豫 陳小痘 徐珮慈 張祐瑄

19 幸福國小 二 孫允梅 王昌奕 李宣妤 鄭喬恩

20 山頂國小 二 陳婉菁 謝忻瑾 周品萸 羅奕茗 李明城 蔡瑞霖 王文德

21 中山國小 二 林嬌娟 呂芯芫 蔡筆翔 蘇奕安 朱恩樂 張湘婕 陳思齊

22 八德國小 二 唐睿騏 徐晨銘 林品竹 陳冠宇 鍾秉宸

23 長興國小 二 蔡佳叡 楊幼君 邱煒紘 黃欣羽 陳彤恩 楊佑安 楊旻熙

24 中埔國小 三 楊育霖 李佩恩 秦樂 凃誼君 彭塏婷

25 文華國小 三 謝家菱 顏雨婕 周沛晴 蔡聖峰 楊令承

26 永順國小 三 包芸樺 康力仁 周喆立 郭光芸 周世朋

27 龍山國小 三 王雅君 李怡樂 周芳宇 楊立丞 劉采晴 游允呈 杜允豪

28 大溪國小 三 邱逸群 李佳芸 黃昱嘉 邱靖善

29 石門國小 三 吳軒誼 吳鈞愷 李以晴 吳昱葶

30 中平國小 三 黃瓈葶 陳勇印 黃昕樂 林洧辰

31 自立國小 三 李奇憲 鄒承麟 黃渼玥 黃馨瑩

32 龍源國小 三 王智瑩 林霈芯 葉恩羽 陳宥嘉 林宜臻 周弈緯 彭彥儒

33 南崁國小 四 梁雯欣 楊謹如 莊凱伊 羅章傑 李宥蓁 張岑薇 陳妍蓁

34 桃園國小 四 林玲宜 鄭忻緹 陳清揚 蔣耘鄉 余永承 陳泓諼

35 大忠國小 四 侯辰宜 劉政廷 陳俞安 蕭唯捷 游睿霆

36 自強國小 四 蔡宜庭 萬睿欣 周苡恩 徐榆晴

37 元生國小 四 李瑞娥 謝羽喬 葉乃瑄 廖懷若 鐘沐橙

38 新街國小 四 徐雅婷 鄧少豪 薛叡鴻 呂宙蓁 劉慕潔

39 山豐國小 四 張郁 邱捷閔 黃若涵 陳湘芸 張雅媞

40 中正國小 四 林英綺 郭冠擷 朱士右 陳亭妃

41 龍潭國小 四 黃中勉 蔡承叡 莊涵瑜 鄭博謙 羅映涵

42 僑愛國小 五 張純純 陳品榕 周士楊 邱丞韜 陳佳萱 陳昱元 簡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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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校名稱 組別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參賽學生3 候補學生1 候補學生2 候補學生3

43 林森國小 五 何郡芳 劉仲瑋 王孟婕 廖靖武 吳文豪 趙崝杉 王品豪

44 東門國小 五 王惠莉 董俊佑 林岱蓉 鄭渝暄 莊華昀 邱詩璇

45 忠貞國小 五 朱俊龍 費郁涵 林翊揚 蔡瑞恩 許紫綾 張軒凡 陳佑晴

46 龍安國小 五 徐志賢 陳奕嘉 李妍涵 鄭守峻 林沂樺 張瑋津 鄭伊晴

47 錦興國小 五 吳書樓 陳東佑 李宥均 許皓 吳睿珍 張智雄 黃羽喬

48 南美國小 五 朱秀美 游騰諺 鄭百軒 陳奕瑋 陳品叡

49 南門國小 五 呂沅潤 王聖智 何亭萱 殷琬淑

50 龜山國小 五 黃馨慧 呂學叡 董至捷 陳昱嘉 顏辰佩 翁苡寧 謝艾伶

51 龍岡國小 六 王韻涵 吳映璇 李皓宸 劉晉鳴

52 高原國小 六 劉秀琴 徐程豊 何政軒 葉元昊 魏楚元

53 大湖國小 六 吳欣潔 黃意涵 陳俞均 游玟伶 高苡橙 林欣薇

54 員樹林國小 六 陳沁源 何沛恩 陳瑀柔 李培睿 林宏豫

55 頂社國小 六 簡芷妍 邱重堯 陳佳盈 謝佳恩 賴奕城

56 青溪國小 六 陳明君 張少熙 王韋淵 丁宇頡 鄧宇程 郭庭安 許晉美

57 興仁國小 六 劉逢仙 王璿涵 陳善禾 李書宜 王子維

58 楓樹國小 六 官瑞華 黃沐緹 詹倢語 陳彥潔 謝采蓉

59 雙龍國小 六 陳浩雲 林彥丞 林慈淵 劉采昀 詹淞仁

60 茄苳國小 七 楊鳳純 甘和諺 許名毅 廖子涵 張佑齊

61 大勇國小 七 張俊鴻 蔡妍緗 林侑希 張禾洋 陳舒涵 李元皓

62 興國國小 七 劉淑惠 麥榮皓 許珈豪 黃祺祐

63 大竹國小 七 蔡素惠 邱柏恩 郭聿軒 莊舒博 雷允郕

64 大華國小 七 林芳伃 蘇啟勛 黃妍忻 吳宇喬

65 中原國小 七 夏莉玲 柯品聿 徐士宸 石丞浦 趙祉齊 黃政文

66 南勢國小 七 劉孟婷 林瑜婕 呂文歆 湯婕妘

67 忠福國小 七 葉淑珍 趙奕淵 雷芓嫺 蔣雅喬

68 觀音國小 七 張凱甯 黃宏惠 徐露禎 邱莛瑄 楊媜淇 徐可 廖姸婷

69 富台國小 八 蔡娜惠 簡子鈞 戴惠苓 蔣芃誼

70 瑞埔國小 八 張譽薫 賴瑞岑 謝宜汶 姚珵允 楊一炫 李可歆 葉蓉真

71 內柵國小 八 林慧雯 余泗毅 簡忻愉 廖宜楷

72 青埔國小 八 李玉惠 楊丞禹 郭柏鈞 羅宇恩

73 北門國小 八 黃建彰 林佳歆 陳愷溱 鄭淙任 林永然

74 田心國小 八 陳曉薔 張守元 盧右哲 邱紀耀 詹臣桀 林郁恩 李念芝

75 長庚國小 八 陳則穎 王苡莘 林㛄妏 程薇伊

76 楊心國小 八 楊玉如 陳南懿 林昱丞 雷允喬 羅育楷

77 慈文國小 九 張淨雯 蘇赫勳 張忻瑀 盧語潔

78 楊明國小 九 李欣潔 李若穎 高子浚 許媁筑 蔡雅妍

79 內定國小 九 徐雪珠 蔡昀霏 劉弘曆 龔筱芸 葉育誠 洪承恩

80 仁善國小 九 張英哲 鄭鈞 江安婕 張家薰 林憶晴 鄭仕臻 周恩霆

81 菓林國小 九 丁淑娟 林妤潔 丁婕恩 盧品丞

82 文山國小 九 黃智慧 謝欣言 邱威騰 施建宇 蔡品南 林聖峻 徐彬熏

83 公埔國小 九 林奕君 邱立忻 陳容盛 李宇恩 陳泓峻 羅子茜 陳湘寧

84 會稽國小 九 吳孟玲 陳子瑜 呂冠霆 彭彥博

85 大成國小 十 呂麗貞 鍾佩妤 胡沛淳 黃宥瑄 彭紹軒 簡妍榛 郭又瑄

86 新明國小 十 張立莉 劉秧實 林宥承 吳奕潔 許禹柔 陳玥彤 林瑞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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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校名稱 組別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參賽學生3 候補學生1 候補學生2 候補學生3

87 成功國小 十 陳李妮 黃翊恩 陳其俊 張芷齊

88 大崙國小 十 許麗敏 李宜彥 梁家榕 林思喬 梁致瑋 劉智丞 陳品芸

89 內壢國小 十 孫美娟 楊佩珊 余懿芯 鄧力豪

90 瑞梅國小 十 郭乃華 朱祐辰 張城碩 黃紀棠 楊承諺 陳逸恩 古安倫

91 四維國小 十 徐瑋璘 吳品漩 程姿芸 程冠昇

92 華勛國小 十 蔡本慧 陳佳宏 張鈞甯 許又立 梁育慈

93 瑞塘國小 十一 魏竺苹 翁祖格 江岳 羅家呈

94 普仁國小 十一 郭宛婷 姜凱淇 林倚恩 黃品方

95 新勢國小 十一 林怡妏 黃矞義 陳妤柔 張瑀庭 賴伯諺 楊安榆 范蓉蓁

96 復旦國小 十一 李信豪 逄柏元 江家禧 張乙筑

97 新坡國小 十一 王婷怡 李晴 姚奕竹 陳以曦 黃紫涵

98 大安國小 十一 李佳興 邱采臻 曾禹寧 謝宜瑄 謝承宏 杜沅娜 廖元瑋

99 草漯國小 十一 張惠琴 梁子益 葉泓楷 黃竑硯

100 同德國小 十一 黃雅純 郭易親 陳晹暘 陳心幼 刑天宇 蕭子濠 劉奕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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