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班級 成績優良獎1 成績優良獎2 成績優良獎3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生活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校訂課程 日常生活表現 進步獎1 進步獎2 進步獎3 讀書大王1 讀書大王2 讀書大王3 弘光進步獎1 弘光進步獎2 弘光進步獎3

一 忠 謝宇航 高延妮 林庭安 曾亮諒 廖晨妍 徐芯佑 邱林葳 李品妍 許心祈 陳芊妤 吳承安 黃晨軒 黃湘勻 吳育叡 洪顥萁 黃頌芮 李緁睿 葉以辰

一 孝 黃翁歆 洪紫庭 李孟蘅 簡紹閎 葉樂 張茗媗 林芷安 任芮文 徐楷晴 劉秉祐 張倢寧 林品芸 陳勁瑞 李艾唯 東家樂 游恩順 葉倬妠 藍恒鈞

一 仁 黃禹潔 鄭暄儒 林庭萱 吳奇芮 沈定寬 徐歆恬 黃禹澄 彭芊樺 蘇誠皓 王昶業 顏子芸 鄭凱臻 張倬綸 李杰特 何宜蓁 徐歆恬 林庭萱 譚又瑄

一 愛 謝忻彤 廖晨妤 許文馨 徐至謙 林芯微 劉瓅 謝沛辰 張藝葵 黃彥綸 張家維 梁宇昌 鄭理安 劉紜霈 吳林湘芸 張嵩申 江筠 吳盛恩 游蕓榛

一 亯 王翊如 郭哲睿 高英樺 梁晏禔 黃薇安 林歆程 賴盺安 吳幸芳 楊家甄 張霸騰 余威霖 李彥澄 吳豫帆 吳佳航 張苡菲 連宥安 林以烈 徐詠愛

二 忠 陳柏榆 巫可安 王苡歆 黃熙恩 于仕恬 許可諾 廖佑宸 姜文凱 孫哲瑋 張芷寧 蘇星彰 何丞勛 劉玠昇 姜文凱 孫哲瑋 施蓁蓁 鄧立軒 謝予昕

二 孝 計湘珏 鍾依橙 陳邦慈 王阯儀 雷秉勳 辜新雨 張齊軒 梁可恩 曾緗羚 簡宏儀 沈家興 馬翊崴 鍾依橙 林湘宭 張齊軒 王芩唯 宗在毅 鍾欣妤

二 仁 莊喬茵 彭予青 陳睿霖 李亘恩 莊東諺 劉亭曦 計皖珏 羅濟侑 林卓頤 林葳葳 陳柏旭 吳榕予 陳竑叡 江沛芩 林志諺 黃宥崴 黃尹岑 魏志羽

二 愛 宮以恩 胡晴茵 昌芫西 鄭祺尹 陳品萁 王楷祺 余晴 何秉學 蔡喣安 黃子恆 施劉荷芮 許榆瑄 葉錦壕 黃睿朋 宮以樂 林恩慈 吳昱勳 蔡宇宬

二 亯 彭楷淳 羅倚悅 徐可芯 邱品竺 李允哲 謝呈彥 張品邑 顏曼禾 呂昀晏 陳姸安 張淇翔 陳宥鈞 謝忻桐 陳翰禹 翁翊展 呂維芹 陳瑞禾 吳承哲

三 忠 徐巧融 李孟遠 楊喆茵 吳恩渝 李元勝 鄭維朝 劉侑昇 何佩恩 余威廷 徐楷涵 劉甄如 許沛涵 楊雨蓁 吳振嘉 王子岑 鄭伃庭 蘇于翔 賴易謙 林昕亮 陳鄔恬昕 周翊敏

三 孝 謝欣婷 沈恩佑 羅濟恆 高延析 黃正杰 王小琪 陳飛年 江新禾 王李慈 石謙恩 蘇宥靜 林子晴 蘇品嘉 林昕恩 游承璿 羅濟恆 林書羽 李宥磬 司徒成恩 廖竑喆 蔡博閔

三 仁 劉力菲 張瀧心 魏梓丞 張彧睿 林佑宸 何孟澐 魏心圓 羅琳 方培安 鍾沛凝 吳婕羽 呂日采 劉宇心 孫語希 陳宥誠 洪暐傑 林克庭 吳雅仁 陳昱璇 許芯微 何宇恩

三 愛 林瑞洋 胡謙謙 彭子瀚 高儷尹 洪崇皓 陳柏諺 江為謙 周子庭 董作雲 張甄育 杜依珊 陳奕晴 王霈涵 黃子珆 紀之晨 詹沃然 葉閔雯 邱敬媗 江恩昀 吳宇恩 蔡丞姵

三 亯 張娉綺 高民修 吳盈萱 張家生 楊昀熹 文晨晞 王樂甯 盧可可 許逸喆 盧沛璟 李昀軒 黃禹棠 莊子琪 江昀澐 陳星澄 林以喬 黃映璇 張珞栩 連喬樂 張惟甯 張簡弼叡

四 忠 田得悅 羅澄希 歐家端 洪薇媛 邱品霖 黃正鴻 李承晏 林秉承 黃子珆 蔡沛宸 許善婕 吳牧潔 詹羽彌 施淳月 蔡承儒 葉澈 蔡姁蓁 蔡昊勳 張雲策 林書亞 李凱堯

四 孝 洪菱瓏 張知安 黃瑞渝 林澐霏 馬翊峰 吳知庭 劉家睿 胡安娜 曾倍加 蔡沛澄 張秉洋 鄭詠璘 陳雨楨 莊淨淳 方靖捷 林朋叡 林奕呈 楊允亮 簡宏喆 邱宥翔 游晴淳

四 仁 李亮辰 黃牧岑 張樂恩 胡心樂 林寛祐 羅允佑 馬楚芸 梁瀞 陳杰紳 蔡沂廷 叢瑞軒 徐楷掄 黃彥睿 陳毅 吳一辰 鄭尹鈞 梁恩熙 張天樂 周姝言 郭喬恩 施允翔

四 愛 紀斯涵 王景宏 黃翊睿 王顗嫣 于筠知 黃泳翔 施宥成 高慶宇 侯易杰 洪晨育 曾旭謙 蔡欣彤 林以樂 蘇菲雅 曹㝢翔 簡瑀昕 蔡雨彤 呂威霆 郭蓓蓓 宋亮廷 吳加政

四 亯 陳宛榆 郭睿昕 鄭楷叡 呂昕祐 林咨妍 蔡絜心 陳芝希 張雲婷 黃詠勛 黃述平 林羽晨 江謝立爰 陳毅 龔彥瑄 趙品宥 胡家維 張卉潔 蔡知芸 梁紘昌 梁洛禕 謝易軒

五 忠 林言臻 蘇宥綾 李芃緣 何秉儒 施品程 曹寓絜 陳涵沐 蘇瑞琪 王俊燁 蕭翊宸 曾子曦 萬定橙 李慕仁 林采儀 葉宣棨 蘇弈愷 吳子安 張芷寧 李婕 鄭敬諺 楊博勛

五 孝 黃于臻 林玉楓 余嘉 謝佩臻 黃品叡 吳秉祐 吳承岳 陳以璦 詹羽艷 楊宜樺 郭子琦 郭恩睿 盧大可 黃傳豫 李夏恩 王苡澄 王穎柔 林宜臻 潘智碩 盧晟銘 翟翊豪

五 仁 蔣昇和 林湘苓 曹希婕 彭亮云 林家禾 李承哲 姜焯騰 陳沛菡 賴意涵 黃蕾安 徐楷博 林朝智 葉禕巽 侯勝恩 董若昀 周忻縈 葉郁晨 林品儒 林弈嘉 李忻岑 黃碁閔

五 愛 江彥臻 王柏云 魏勻揚 楊晟赫 魏柏昕 陳沛潔 蔡承恩 彭鈺淇 鄭楷臻 林祖安 賴裕澄 卓朝翔 賴紹瑄 蔡健生 黃煜晴 吳紹愷 呂勝 阮卉羚 王品棋 駱逸媗 廖柏媗

五 亯 郭芝睿 黃姿瑄 林勇助 林嫚 劉芊妤 林寬祐 吳沁容 謝睿洋 盧勁邑 陳顥元 何芮瑄 徐梓皓 黃羽丞 呂彥鋐 鄧立婕 楊苜愛 劉子廷 賴祐恩 姚金辰 陳星宇 徐期輊

六 忠 梁恩禔 吳秋儒 黃翊軒 張睿心 黃湘甯 張瑋珊 孫愷宏 方昱臻 陳威絜 楊以晞 徐光赫 張芮寧 江均 李鴻瑜 徐若綺 俞沛岑 楊錫恩 陳以軒 張敬恩 林居 張梓宥

六 孝 李亞隸 石謙亯 黃柏軒 王琛博 田得婕 王歆茹 林芃瀚 許子琦 James Karchmer 楊以晴 吳承恩 許又心 黃應揚 蔡宇安 陳芝羽 洪婕芸 徐樂絜 洪峻馳 許瑄峻 劉力齊 張芳瑜

六 仁 賴宣頤 張齊悅 王維凡 江謝立琪 吳采真 張暐笙 廖子淮 李采璇 胡安羽 蔡愷聆 黃昕 林巧婕 杜侑勳 陳奎恩 楊詠心 曾芷婕 日路得 莊易縢 張皓崴 萬承修 梁宸

六 愛 張容 林莛倞 胡珈寧 黃梓渝 游之熏 張愷玲 林冠得 陳一欣 趙品誠 柯怡安 麥芮綺 林昕佑 李亯易 洪翊凱 蔡兆恩 張愷玲 麥芮綺 王少鴻 王少鴻 王赫文 黃梓渝

六 亯 洪唯呈 陳恩媛 王芃力 潘家元 洪岳柔 楊閔勝 鄭江芸臻 劉欣沛 陳宇慈 王彥心 林姵瑜 蔡宇紘 陳宇慈 陳定榆 林克謙 林承諺 蔡沛軒 林羽庭 李承恩 陳奕峻 曾華毅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