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10613080 板橋國小 三 陳紫芩 吳佳芬 特優

10623002 中和國小 三 周聿暄 吳蕙娜 特優

10633042 忠義國小 三 張絜茹 黃德賢 特優

10633010 修德國小 三 陳曉萱 陳麗雲 優等

10663046 育德國小 三 馬語彤 陳家慧 優等

10673115 南勢國小 三 周晏彤 王添隆 優等

10623044 秀朗國小 三 簡羽岑 李宜珮 甲等

10613112 江翠國小 三 張憶暄 陳寶如 甲等

10623052 光復國小 三 王建淮 楊玟華 甲等

10633029 碧華國小 三 林儀芊 施美合 甲等

10613009 廣福國小 三 趙凌涵 郭貞瑩 佳作

10663102 介壽國小 三 賴怡岑 王麒雅 佳作

10673119 新泰國小 三 李承祐 徐千惠 佳作

10613074 樂利國小 三 邱莉淇 黃金萍 佳作

10663013 鶯歌國小 三 呂語璇 王洛夫 佳作

10673088 民安國小 三 楊亦暄 黃瓊慧 佳作

10613047 後埔國小 三 傅芊霓 曾守維 佳作

10673096 新莊國小 三 李芃萱 謝宜紋 佳作

10663079 三峽國小 三 陳品潔 徐淑慧 佳作

10613109 溪洲國小 三 蔡可歆 李錦雲 佳作

10633058 鷺江國小 三 蘇振豪 鄭蘋 佳作

10663100 介壽國小 三 黃婕晏 洪育佳 佳作

10673013 新莊國小 三 吳芊霈 李偉琪 佳作

10683022 新興國小 三 許詠秦 唐雅蘭 佳作

10673089 光華國小 三 張婕希 吳瑞華 佳作

10693028 雙城國小 三 高繪婷 秦有玲 佳作

10663010 鶯歌國小 三 林畊瑀 王洛夫 佳作

10683023 鄧公國小 三 李婕瑀 吳青霖 佳作

10643014 牡丹國小 三 簡可庭 鄭振昌 佳作

10693004 中正國小 三 陳名綉 許毓芬 佳作

10693041 康橋小學部 三 梁宇涵 林秀玲 佳作

10653043 秀峰國小 三 陳合瑄 王音琇 佳作

10683008 文化國小 三 陳宇琪 鄧琇岭 佳作

10623053 光復國小 三 林鈺庭 陳淑芳 佳作

10643019 瑞柑國小 三 江靖雯 羅凱文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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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10674015 新莊國小 四 蔡昀恩 謝宜紋 特優

10674129 南勢國小 四 林子容 徐偉哲 特優

10624072 及人國民小學 四 楊淳皓 黃雅琤 特優

10634044 永福國小 四 林毓芩 李芊霆 優等

10624006 復興國小 四 游可安 呂繡雯 優等

10654026 秀峰國小 四 林奕菲 楊珮冠 優等

10614045 廣福國小 四 陳亭均 王麗雪 甲等

10674093 頭湖國小 四 侯季妍 黃靖宜 甲等

10634017 厚德國小 四 吳奕潔 陳冠琳 甲等

10644037 瑞芳國小 四 邱語安 許茜惠 甲等

10674051 中港國小 四 蔡秉融 楊凱芹 佳作

10694024 康橋小學部 四 黃禹綸 楊思婷 佳作

10634006 五華國小 四 周淳嘉 陳采琪 佳作

10694003 中正國小 四 徐翊軒 張繼國 佳作

10614085 埔墘國小 四 施淨予 楊棋嵄 佳作

10614113 溪洲國小 四 游蕎羽 李淑惠 佳作

10664058 昌福國小 四 游筑媗 陳寶玉 佳作

10684001 淡水國小 四 黃柏瑜 張君翌 佳作

10674028 丹鳳國小 四 成竑錥 陳燕明 佳作

10644038 瑞芳國小 四 潘詩婕 王詩惠 佳作

10614021 溪洲國小 四 張宸瑋 温妃玲 佳作

10634061 三重國小 四 侯昕妤 蔡惠君 佳作

10664072 桃子腳國中小 四 曾祥睿 曾國峰 佳作

10664110 介壽國小 四 余爾婕 游依婷 佳作

10614001 後埔國小 四 吳苡熏 劉茜妮 佳作

10624029 積穗國小 四 陳宥安 林怡瑞 佳作

10694034 新店國小 四 陳同芸 何仁傑 佳作

10664105 文林國小 四 顏于喆 林元慈 佳作

10664107 文林國小 四 項  海 蔡瓊慧 佳作

10684017 竹圍國小 四 林以欣 張尤軍 佳作

10684056 橫山國小 四 陳苡柔 林櫻芷 佳作

10654060 金龍國小 四 許希研 邱琡珺 佳作

10674127 明志國小 四 林哲齊 薛雅月 佳作

10684027 新興國小 四 楊紫溶 楊紫鈴 佳作

10654054 三和國小 四 高齊謙 葉培郁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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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10615093 後埔國小 五 曾以樂 李志文 特優

10655052 秀峰國小 五 闕郡揚 楊珮冠 特優

10615109 埔墘國小 五 林亦珍 沈倖如 特優

10615075 莒光國小 五 黃子瀚 吳美儀 優等

10615098 莒光國小 五 楊謹瑜 康鴻婷 優等

10625057 網溪國小 五 陳品含 蕭豫奇 優等

10635008 修德國小 五 邱郁婷 陳麗雲 甲等

10655065 汐止國小 五 張恩馨 黃詩淳 甲等

10615001 後埔國小 五 張育禎 李明惠 甲等

10665116 育林國小 五 陳欣愉 莊琬琳 甲等

10685050 新巿國小 五 陳舒允 陳永昌 佳作

10685009 文化國小 五 吳丞妤 張淑梓 佳作

10615087 土城國小 五 陳姳諼 李文志 佳作

10635062 蘆洲國小 五 李毓真 方淑蓉 佳作

10695015 直潭國小 五 蔡真珍 林瑛淳 佳作

10625072 及人國民小學 五 江亞璇 高亮琴 佳作

10675004 民安國小 五 洪玥琪 廖淑茵 佳作

10675052 中信國小 五 張芯瑜 楊佩蓉 佳作

10685014 竹圍國小 五 陳叡昀 王嘉禾 佳作

10625026 自強國小 五 楊恩妮 李雅鈴 佳作

10665072 桃子腳國中小 五 賴宥芯 黃孟郁 佳作

10675035 昌隆國小 五 吳柏承 陳運義 佳作

10675088 泰山國小 五 范文馨 王耀瑄 佳作

10635076 光興國小 五 林禹彤 黃雅芳 佳作

10655007 樟樹國小 五 陳妍希 陳主迎 佳作

10695012 龜山國小 五 林燕慈 李炫蒼 佳作

10695020 新和國小 五 賴妍蓁 蔡淳方 佳作

10625073 及人國民小學 五 吳芸姍 吳月貴 佳作

10635052 仁愛國小 五 阮晴 莊麗萍 佳作

10665074 二橋國小 五 劉景睿 楊偵琴 佳作

10665084 中園國小 五 包育瑄 林侑珍 佳作

10675025 麗園國小 五 牛郁翔 謝子涵 佳作

10675086 南勢國小 五 吳宣嬑 高家琍 佳作

10655054 秀峰國小 五 劉庭聿 楊珮冠 佳作

10665086 三峽國小 五 黃忻毓 呂瑞容 佳作

106學年度 新北市閱讀寫作競賽市賽成績總表 【五年級】



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10686021 鄧公國小 六 游奕萱 劉雅蘭 特優

10656022 白雲國小 六 李苡禎 陳淑蓉 特優

10626059 永平國小 六 游子萱 江雯琪 特優

10696053 康橋小學部 六 邱敬媛 蔡婕思 優等

10666087 三峽國小 六 許皓晴 呂瑞容 優等

10676007 昌隆國小 六 范博丞 黃淑玲 優等

10666051 龍埔國小 六 李予柔 陳雅慧 甲等

10696056 康橋小學部 六 林郁珊 張淯蒼 甲等

10686013 新興國小 六 陳彥妤 江宜芳 甲等

10626071 及人國民小學 六 余恩頡 劉家貝 甲等

10676114 麗園國小 六 莊芷瑜 吳佳玲 佳作

10696023 新和國小 六 黃筱茵 蔡淳方 佳作

10616083 沙崙國小 六 陳芷婷 薛琛妤 佳作

10626052 光復國小 六 張恩綺 周志清 佳作

10636007 修德國小 六 潘書涵 陳麗雲 佳作

10666067 大同國小 六 湯明育 王芷驊 佳作

10676054 昌隆國小 六 朱宸廷 林慧芬 佳作

10676086 聖心小學 六 許紜禎 吳嘉峰 佳作

10676128 新莊國小 六 吳禹萱 林容青 佳作

10616019 土城國小 六 賴薏云 李建興 佳作

10616087 文德國小 六 許宜晴 張瑞君 佳作

10626001 中和國小 六  尹雯葶 吳竟如 佳作

10636004 五華國小 六 李亭蓁 陳采琪 佳作

10646046 瑞芳國小 六 胡雅琦 廖德將 佳作

10656068 金龍國小 六 朱雨甜 羅儀軒 佳作

10676004 民安國小 六 林芷緹 朱容樂 佳作

10656019 崇德國小 六 陳柏凱 林紓伃 佳作

10666041 永吉國小 六 楊詠晴 曾綉絹 佳作

10616015 埔墘國小 六 黃昱翔 沈倖如 佳作

10636006 修德國小 六 魏欣宇 陳麗雲 佳作

10646028 瑞亭國小 六 白耀誠 謝秉峯 佳作

10666053 龍埔國小 六 高榆恩 張育菁 佳作

10686041 新巿國小 六 絲佑琳 朱冠宇 佳作

10636078 永福國小 六 洪汝昀 賴嬿婷 佳作

10616049 清水國小 六 廖敏彣 方韋晴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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