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次 獎項 六年1班 六年2班 六年3班 六年4班 六年5班 六年6班 六年7班 六年8班 六年9班 一真 二真

1 市長獎 吳國鴻 陳蘅殊 吳啟帆 林侑萱 李宥蓁 黃昱 梁譯尹 張雅淇 詹以瑄 楊純婷 陳濬祐

1 傑出表現獎 陳昭叡 蕭子皓 張潔茹 李竣曜 易宥男 何曾右 陳鈺浩 許瑞恩 王妍喬

2 傑出表現獎 施學宜 林昱丞 劉佩樺 余姵穎 徐莘甯 廖宸潁 蔡佳妮 陳星羽 劉侑恩

3 傑出表現獎 李浩瑄 羅幼熹 李宥杰 易品妘 潘綵瀅 廖珮涵 馬譽軒 吳冠賢 張雅筑

4 傑出表現獎 江若安 石佾 詹鎧綾 熊玉鎵 許冠聖 黃馨禾 戴嘉怡 劉科宏 黃子紜

1 議長獎 江華葳 黃宇彤 詹鎧綾 易品妘 易宥男 劉彥廷 鄭家昊 陳星羽 劉育杋 彭翊銘 蘇昱昇

1 副議長獎 陳昭叡 石佾 蔣妮 彭立佳 徐莘甯 黃馨禾 蔡佳妮 劉科宏 胡靖康 林宜樺

1 校長獎 盧韶旋 林昱丞 張潔茹 余姵穎 魏靖芸 賴品潔 戴嘉怡 許瑞恩 劉侑恩

2 校長獎 江若安 吳姿嫻 許秉焱 楊淑淳 陳怡心 廖宸潁 朱俊叡 魏宜盈 王妍喬

3 校長獎 沈君蓉 陳君怡 劉佩樺 李竣曜 許冠聖 廖珮涵 陳禾緯 蔡宥德 曾翊涵

4 校長獎 施學宜 王淮欣 紀沂良 范暘翊 彭唯哲 謝承祐 洪家綺 傅穎婕 傅宥穎

5 校長獎 謝瑋珊 吳翰宇 蔡明宏 張祐嘉 許洸瑜 陳臻 黃湘棋 秦士閎 陳韋絜

1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鄭筠蓁 蔡侑杰 邱立彤 蔡兆洋 陳宥蓁 陳弘祐 范暘翎 陳孜怡 張雅筑

2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黃沛涵 周妍秀 徐子璿 王柏翔 彭宣慈 呂宣靜 蔡淳鈁 查海茵 黃子紜

3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黃新恩 羅幼熹 韓睿宇 王羿承 葉亮瑜 鄭愷辰 江潮生 胡菩耘 周煜翔

4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蔡昱瑋 許少齊 石沄芳 楊靖雅 林翊宸 孫依惠 張梓渝 葉沐華 鄒椀湘

1 家長會長獎 王翊珊 蔡淳皓 李宥杰 戴呈叡 賴家陞 陳宥蓁 馬譽軒 吳宛萱 曾瀚頡

2 家長會長獎 林柏辰 尹宏銘 陳可晅 韓語芩 賴彥蓁 葉睿宸 戴韋益 吳冠賢 何昕祐

3 家長會長獎 宋宇倫 黃紹淮 蔡文傑 王寀穎 潘綵瀅 王奕橙 詹函勳 陳筠昕 趙沛宸

1 閱讀獎 林宜蓁 陳又瑄 石沄芳 彭立佳 洪秉宸 劉彥廷 江羽宸 魏宜盈 胡靖康

1 藝能獎 黃沛涵 黃宥仁 陳以鈞 李竣曜 彭宣慈 陳臻 陳鈺浩 洪立翔 詹以瑄 林宜樺 蘇昱昇

2 藝能獎 吳國鴻 蕭子皓 紀沂良 彭立佳 易宥男 黃馨禾 馬譽軒 秦士閎 曾翊涵

3 藝能獎 鄭筠蓁 蔡淳皓 李宥杰 楊淑淳 李宥蓁 廖宸潁 蔡佳妮 許倖瑋 陳韋絜

4 藝能獎 陳昭叡 林昱丞 郭恩華 徐宜蓁 彭唯哲 李家豪 陳星羽 曾瀚頡

5 藝能獎 施學宜 吳翰宇 劉佩樺 易品妘 魏靖芸 黃昱 吳冠賢 陳湘妘

6 藝能獎 李浩瑄 石佾 張尹榕 熊玉鎵 徐莘甯 陳弘祐 葉沐華 張雅筑

7 藝能獎 周妍秀 張潔茹 韓語芩 許冠聖 何曾右 劉科宏 趙沛宸

8 藝能獎 陳可晅 魏梓崴 廖珮涵 朱柏亦 何昕祐

9 藝能獎 石沄芳 余姵穎 黃子毅 萬宸愷 劉侑恩

10 藝能獎 徐子璿 陳冠辰 陳宥蓁 林宸言

11 藝能獎 邱奕睿 賴彤恩 胡菩耘

12 藝能獎 林侑萱 張上謙 陳孜怡

13 藝能獎 謝承祐 蕭子頤

14 藝能獎 張雅淇

15 藝能獎 魏宜盈

16 藝能獎 傅穎婕

17 藝能獎 張芳瑜

18 藝能獎 許瑞恩

19 藝能獎 查海茵

20 藝能獎 吳宛萱

21 藝能獎 蔡宥德

1 服務獎 陳柏宇 田嘉琪 黎昱妏 王羿承 王則皓 鄭愷辰 江宥辰 邱睿浤 黃子紜

2 服務獎 江華葳 石 佾 紀沂良 林建豪 彭唯哲 何曾右 陳佳宥 曾柏叡 鄒椀湘

3 服務獎 閻正翰 吳翰宇 戴恩其 蔡兆洋 李宥蓁 陳弘祐 陳鈺浩 陳孜怡 胡靖康

4 服務獎 林宜蓁 羅幼熹 林哲楷 韓語芩 魏靖芸 李家豪 梁譯尹 陳筠昕 何昕祐

5 服務獎 榮舒晨 徐靚璇 許秉焱 陳玟忞 陳怡心 鄭淯珊 蔡淳鈁 萬宸愷 劉育杋

6 服務獎 李浩瑄 陳君怡 蔡文傑 余姵穎 陳宥蓁 張上謙 黃湘棋 胡菩耘 高浩哲

7 服務獎 陳詩云 尹宏銘 蔣 妮 王柏翔 盧亭希 楊時瑞 洪家綺 吳宛萱 莊智堯

8 服務獎 王翊珊 蔡淳皓 張尹榕 郭恩民 賴彥蓁 謝承祐 蔡銘祺 葉沐華 許宸霆

9 服務獎 吳國鴻 黃宇彤 張潔茹 張祐嘉 彭宣慈 吳東澔 李欣穎 朱柏亦 曾瀚頡

10 服務獎 彭奕鈞 蕭廷皓 陳可晅 范暘翊 許洸瑜 賴彤恩 張梓渝 王寶毅 傅宥穎

11 服務獎 宋宇倫 吳心瑜 邱立彤 楊靖雅 潘綵瀅 洪立翔

12 服務獎 林柏辰 王淮欣 黃宥心 陳冠辰 吳冠賢

13 服務獎 蕭煒翰 吳姿嫻 徐子璿 羅永翔 劉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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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服務獎 羅翔奕 徐宜蓁 張雅淇

15 服務獎 林禹辰 許瑞恩

16 服務獎 江若安 張芳瑜

17 服務獎 鄭亦軒 林育如

18 服務獎 蕭子頤

1 載熙兒童獎 鄭仁愷 盧姵慈 陳育萱 陳尚奕 蕭凱哲 沈宣妤 薛知心 鄭雅云

2 載熙兒童獎 張祐宇 謝瑞麒 范揚傑 蔡韋靚 林芯玫 徐昭玄 張宥鈞

3 載熙兒童獎 葉勝銘 劉旻杰 吳奇恩 王學成 黃議輝

4 載熙兒童獎 楊博宇 蘇家緯 潘佑承 吳承翰 林宥勛

5 載熙兒童獎 陳濬禧 張語軒 洪雍騰

6 載熙兒童獎 溫芷婕 柯昕昀

7 載熙兒童獎 黃玉芸 林祖彥

8 載熙兒童獎 呂偉丞

9 載熙兒童獎 劉佾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