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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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真 二真

1 市長獎 陳唯瑄 黃靖寰 林軒廷 吳其昕 賴禹安 王翊涵 邱詩芸 王芊涵 郭奕奇 陳竺萱
1 傑出表現獎 謝丞璟 李沛叡 趙小語 彭品璇 陸品妍 吳舒淇 鄭顥澤 朱泓穎

2 傑出表現獎 翁梓寧 高語婕 徐華穗 顏若璇 陳品安 吳詩雲 彭昱睿 徐薪凱

3 傑出表現獎 林睿楨 胡睿耘 吳沛玹 林品蓁 楊家妍 李庭妤	 羅怡婷 王畇涵

4 傑出表現獎 陳彥喆 彭弈喬 紀沛辰 簡廷宇 謝萬安 張益誠 郭宇琦 游子頤

1 議長獎 賴秉漢 胡睿耘 吳沛玹 林品蓁 楊家妍 何蓉棈	 彭子丞 王畇涵 鄭佑安
1 校長獎 趙禹涵 賴禹丞 徐華穗 歐佳穎 謝萬安 張益誠	 郭宇琦 洪建閎

2 校長獎 林睿楨 高語婕 楊又丞 許瀞云 彭裔恩 吳詩雲 康奇蓁 仇辰羽

3 校長獎 林亞昕 李沛叡 紀沛辰 林于涵 鄭萱翎 王翊菲 許薰勻 彭苡涵

4 校長獎 蔡宏亮 胡詠淇 趙小語 洪婕熙 謝安琪 吳舒淇 劉學璟 鄭如淇

5 校長獎 彭于庭 林品瑄 彭梓喬 王睿成 楊晴 陳仲恩 鄭顥澤 廖紾茹

1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張紫喬 謝沂芳 梁祐祥 戴瑞贊 林翰廷 李庭妤 李柏諺 蔡胤斈

2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謝丞璟 王翊泓 戴汝蓁 孫士鈞 陸品妍 張祐愷 柯巧妤 徐薪凱

3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陳彥喆 彭于軒 蔡沂庭 顏若璇 胡定軒 靖品蓁 梁宏吉 游子頤

1 家長會長獎 高翊華 王宇彤 林子宸 陳彥竹 香揚 林元晟 張力予 張安妤

2 家長會長獎 翁梓寧 施博庭 彭琮程 游智堯 馮庭萱 黃立昕 羅怡婷 黃沐德

3 家長會長獎 詹家榮 彭弈喬 謝家淇 簡廷宇 陳芊君 邱巧妮 喬紫婷 韓鎮詠
1 閱讀獎 鄭閎碩 胡詠淇 楊又丞 林品蓁 袁宇凡 邱巧妮 許薰勻 黃沐德

1 藝能獎 陳唯瑄 高語婕 徐華穗 吳其昕 謝萬安 吳舒淇 邱詩芸 仇辰羽 鄭佑安
2 藝能獎 蔡宏亮 李沛叡 吳沛玹 林于涵 楊家妍 王翊涵 許薰勻 廖紾茹

3 藝能獎 謝丞璟 賴禹丞 紀沛辰 戴瑞贊 謝安琪 吳詩雲 彭子丞 張安妤

4 藝能獎 翁梓寧 謝沂芳 戴汝蓁 馮立頤 楊晴 李庭妤 康奇蓁 游子頤

5 藝能獎 彭于庭 盧宥均 林軒廷 游智堯 陳品安 張益誠 羅怡婷 彭苡涵

6 藝能獎 鄭閎碩 蕭家睿 林子宸 孫士鈞 林子程 黃立昕 彭昱睿 王芊涵

7 藝能獎 林睿楨 黃靖寰 姜淮晨 林子畯 陳仲恩 鄭顥澤 王畇涵

8 藝能獎 賴秉漢 王婕妤 廖婕羽 蘇詩雯 戴祥宇 譚詩綺 徐薪凱

9 藝能獎 陳宏培 胡睿耘 蔡沂庭 賴禹安 蔡維軒 郭宇琦 韓鎮詠

10 藝能獎 胡詠淇 洪冠福 陸品妍 林柏羽 柯巧妤 朱泓穎

11 藝能獎 郭庭妤 林致文 林儀婷 王翊菲 林威碩

12 藝能獎 李宥泉 馮庭萱 田心妍 李冠霆

13 藝能獎 梁祐祥 彭裔恩 何蓉棈 常家軒

14 藝能獎 劉芮瑄 闕億安 邱巧妮 王集煊

15 藝能獎 林翰廷 靖品蓁 施佾承

16 藝能獎  林昕樂 陳宇芩

17 藝能獎 黃翊婷

18 藝能獎 陳怡如

19 藝能獎 巫秉豪

20 藝能獎 徐牧群

21 藝能獎 陳于軒

22 藝能獎 洪建閎

23 藝能獎 鄭如淇

24 藝能獎 黃沐德

25 藝能獎 蔡胤斈

1 服務獎 陳彥喆 林品瑄 劉芮瑄 簡廷宇 謝安琪 戴祥宇 彭子丞 徐薪凱
2 服務獎 林睿楨 郭庭妤 姜淮晨 陳佑琪 林翰廷 王翊涵 鄭顥澤 施佾承
3 服務獎 林亞昕 王婕妤 趙禹芯 王彧宸 孫保仁 田心妍 劉學璟 韓鎮詠
4 服務獎 莊咏媗 張晏滋 林晨諺 游智堯 謝婉妤 吳詩雲 林靖崴 王集煊
5 服務獎 戴羽婕 彭于軒 廖婕羽 孫士鈞 馮庭萱 張益誠 邱宥誠 常家軒
6 服務獎 謝丞璟 蕭家睿 洪冠福 王睿成 蘇詩雯 陳仲恩 柯巧妤 李冠霆
7 服務獎 翁梓寧 田元成 彭琮程 洪婕熙 楊晴 范暘云 張慈雲 徐牧群
8 服務獎 劉彥平 邱品宜 趙小語 陳彥竹 林哲韜 林昕樂 邱詩芸 林育妃
9 服務獎 蔡宏亮 李沛叡 彭梓喬 歐佳穎 林儀婷 靖品蓁 譚詩綺 蔡胤斈

10 服務獎 彭于庭 王翊泓 謝家淇 邱盈瑄 陸品妍 李庭妤 張華庭 韓鎮詠
11 服務獎 陳佑欣 邱弘廷 蔡沂庭 林于涵 王翊菲 洪建閎
12 服務獎 陳唯瑄 曾鈺家 顏若璇 巫秉豪
13 服務獎 陳宏培 曾名珧 黃翊家 陳于軒
14 服務獎 詹家榮 林品蓁
15 服務獎
16 服務獎
17 服務獎
18 服務獎
1 載熙兒童獎 郭秉諺 吳宇翔 許洸碩 魏子杰 劉特纖 趙易澤	 陳子一
2 載熙兒童獎 梁佑晨 范雅喬 李宇芯 楊尚隆 蔡丞恩 鍾承輔	 鄒沛彤
3 載熙兒童獎 曾守鈞 葉耀臨 張喆愷 劉子秀 唐定穀	 高毓辰
4 載熙兒童獎 曾羿嘉 陳芊羽 張宏翔 梁曉涵	 范欣怡
5 載熙兒童獎 方聖文 萬宸豪 吳冠毅 吳昊哲	 吳姿瑀
6 載熙兒童獎 楊詠絜 王庭郁 黃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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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載熙兒童獎 黃于珍 徐新美
8 載熙兒童獎
9 載熙兒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