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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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真

1 市長獎 林芯卉 蕭峻宥 林珈聿 劉品萱 李佳恩 張瀞云 孫岢歆 曾苡涵 莊博允
1 傑出表現獎 詹雅涵 林大崴 郭宇婕 吳翔峻 劉翰穎 吳昊聲 鍾杰彣 于子媛
2 傑出表現獎 任雅萱 詹子瑩 戴均錡 朱昱嘉 林靖博 温家均 潘臻怡 江啓彧
3 傑出表現獎 邱顯軒 石卉芸 曾嬿云 陳育珍 林禹皓 侯宣任 鄭丞泰 傅子濬
4 傑出表現獎 鄭羽宸 王詩涵 陳映婕 鍾念昕 楊詠筑 張黃凱 彭丞瑋 陳泳卉
1 議長獎 黃苡昕 王詩涵 陳映婕 林聖章 江華洋 吳珞菲 駱嘉翎 于子媛 王岑恩
1 副議長獎 詹雅涵 詹子瑩 戴均錡 陳育珍 何宜敏 吳昊聲 劉明欣 黃琪云
1 校長獎 邱顯軒 黃紫晴 曾嬿云 陳宥甯 林妤庭 謝仁勳 鍾杰彣 陳廷維
2 校長獎 陳昕妤 劉泓誼 郭宇婕 賴苡軒 楊詠筑 黃怡寧 何雨姍 楊婕渝
3 校長獎 吳秉軒 石卉芸 郭庭渝 鍾念昕 林靖博 陳立瑾 潘臻怡 吳紫瑜
4 校長獎 官欣 楊克婕 李映萱 吳睿翃 黃于溱 侯宣任 李沅橙 陳泳卉
5 校長獎 張尹馨 張可瀚 鄭喬蔓 宋靜昀 吳芸熙 劉禹昕 李浚榕 彭顗宸
1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鄭羽宸 劉芯瑜 鍾庭凱 余雅緗 劉翰穎 賴禹安 趙子期 傅子濬
2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詹宗凡 陳恩歆 黃苡瑄 沈思秀 王玟心 陳芯渝 彭丞瑋 林于涵
3 民意代表暨社團獎 許娉婷 陳柏諭 顏莛嘉 朱昱嘉 戴翊涵 蔡雨臻 蘇維謙 林瑞騰
1 家長會長獎 任雅萱 梁雙雙 林承業 蔡詠慶 楊承鈺 温家均 蔡仲芫 彭冠鈜
2 家長會長獎 黃泓盛 張棨翔 卓維崙 吳翔峻 呂巧琪 陳守羿 陳郁璇 傅子芸
3 家長會長獎 魏靖恩 劉晏碩 謝羽筑 鐘奕翔 鄭又齊 曾上紓 徐智凱 朱妘芩
1 閱讀獎 林芯卉 陳靖凱 林珈聿 何堉婕 吳芸熙 張瀞云 劉明欣 謝佾辰
1 藝能獎 詹雅涵 劉晏碩 翁林采樂 許莉華 林禹皓 賴禹安 彭丞瑋 江啓彧 王岑恩
2 藝能獎 林芯卉 蕭峻宥 曾嬿云 洪浩庭 劉翰穎 傅冠勛 鄭丞泰 傅子濬
3 藝能獎 鄭羽宸 張棨翔 陳映婕 林聖章 林靖博 黃毅庭 潘臻怡 于子媛
4 藝能獎 邱顯軒 林大崴 林珈聿 吳翔峻 徐浩哲 張黃凱 孫岢歆 陳泳卉
5 藝能獎 吳秉軒 張可瀚 郭宇婕 朱昱嘉 陳楷翔 謝仁勳 蔡仲芫 曾苡涵
6 藝能獎 陳宣圻 陳柏諭 鄭喬蔓 鐘奕翔 丁翊峰 陳守羿 趙子期 彭顗宸
7 藝能獎 趙俊欽 石卉芸 謝羽筑 陳亮宇 江華洋 侯宇宸 鍾杰彣 傅子芸
8 藝能獎 張芸菡 張允柔 卓維崙 劉品萱 戴翊涵 彭崇恩 黃琪云
9 藝能獎 蔡伊珊 詹子瑩 鄭孟軒 宋靜昀 李佳恩 李沅昱 楊婕渝
10 藝能獎 黃苡昕 黃紫晴 陳育珍 何宜敏 吳昊聲 彭冠鋐
11 藝能獎 鄭如軒 梁雙雙 鍾念昕 楊詠筑 温家均
12 藝能獎 官欣 楊克婕 曾宥蓉 張瀞云
13 藝能獎 張尹馨 吳芸熙 曾上紓
14 藝能獎 呂巧琪 黃怡寧
15 藝能獎 侯宣任
16 藝能獎 蔡雨臻
17 藝能獎 黃品嘉
18 藝能獎 陳芯渝
19 藝能獎 吳珞菲
20 藝能獎 陳立瑾
21 藝能獎 劉禹昕
22 藝能獎 曹雅涵
23 藝能獎 林韋希
24 藝能獎 陳怡安
1 服務獎 任雅萱 劉泓誼 謝羽筑 范瑋皓 楊承鈺 黃毅庭 鄭羽涵 陳廷維
2 服務獎 陳昕妤 王詩涵 林承業 洪浩庭 戴翊涵 曹雅涵 潘臻怡 李唯愷
3 服務獎 鄭羽宸 陳恩歆 顏莛嘉 林聖章 劉翰穎 陳芯渝 李浚榕 曾苡涵
4 服務獎 黃苡昕 歐沛恩 翁林采樂 朱昱嘉 何宜敏 林韋希 孫岢歆 彭顗宸
5 服務獎 張芸菡 劉芯瑜 黃子逸 許建華 丁翊峰 陳立瑾 陳郁璇 傅子芸
6 服務獎 官欣 陳柏諭 鄭喬蔓 劉品萱 呂巧琪 陳怡安 何雨姍 朱妘芩
7 服務獎 洪梓寧 朱英禎 曾嬿云 許莉華 江華洋 賴禹安 彭丞瑋 吳紫瑜
8 服務獎 吳秉軒 宋靜昀 沈哲睿 傅冠勛 洪靜樺 黃妤安
9 服務獎 邱顯軒 陳宥甯 陳楷翔 張黃凱 鍾杰彣
10 服務獎 陳宣圻 何堉婕 李卓興 彭崇恩
11 服務獎 魏靖恩 陳育珍 徐浩哲 李沅昱
12 服務獎 黃泓盛 鍾念昕 黃于溱 曾上紓
13 服務獎 詹丞崴 余雅緗 黃品嘉
14 服務獎 邱浚琿
1 載熙兒童獎 陳湧升 賴聖恩 林育琦 徐曉晴 邱唯喆 左才志 周駿杰
2 載熙兒童獎 吳俊杰 林毅家 陳冠霖 邱銘宏 曾冠軒 陳歆 范雅棠
3 載熙兒童獎 林育呈 王瑋駿 戴晨宇 陳毅哲 吳昱辰 馬時中 陳昱宏
4 載熙兒童獎 彭孝萱 范裕紳 陳彥傑 郭恩宇 林恩彤 韓睿維 黃奕翔
5 載熙兒童獎 羅姵晴 陳靖彥 柯昕岑 洪渝婷 黃浩泉 張凱則
6 載熙兒童獎 連宥棋 廖辰恩 何侑瑾
7 載熙兒童獎 彭宇澤 李泓毅
8 載熙兒童獎 莊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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