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年級 姓名 指導老師 成績

10613074 樂利國小 三 邱莉淇 黃金萍 特優

10613047 後埔國小 三 傅芊霓 曾守維 特優

10613112 江翠國小 三 張憶暄 陳寶如 特優

10613009 廣福國小 三 趙凌涵 郭貞瑩 特優

10613109 溪洲國小 三 蔡可歆 李錦雲 特優

10613080 板橋國小 三 陳紫芩 吳佳芬 特優

10613016 大觀國小 三 許寶潔 江麗花 優等

10613060 頂埔國小 三 楊蓁艾 陳英仁 優等

10613011 板橋國小 三 姜翊弘 李淑慧 優等

10613054 海山國小 三 魏沛妤 黃淑美 優等

10613055 新埔國小 三 王佑丞 陳怡伶 優等

10613001 後埔國小 三 鍾孟璇 黃嘉行 優等

10613030 清水國小 三 蔡尚潔 莊珮瓏 甲等

10613077 海山國小 三 江顗云 李仁文 甲等

10613099 清水國小 三 陳妍蓁 劉喻文 甲等

10613039 大觀國小 三 邱睿澄 林靜雪 甲等

10613064 文聖國小 三 張勻甄 洪惠貞 甲等

10613032 廣福國小 三 田智翔 郭貞瑩 甲等

10613067 溪洲國小 三 陳舒妍 黃毓棻 甲等

10613021 溪洲國小 三 張穎謙 王冠婷 甲等

10613022 信義國小 三 邱于榛 陳榮貴 甲等

10613063 埔墘國小 三 林昀臻 楊棋嵄 甲等

10613103 板橋國小 三 陳姿璇 魏廷妮 甲等

10613057 板橋國小 三 賴毅心 余秀琴 佳作

10613017 埔墘國小 三 張丞緯 楊棋嵄 佳作

10613015 裕德國小 三 林家聿 李姿陵 佳作

10613076 清水國小 三 黄樂曦 房念皖 佳作

10613020 江翠國小 三 葉芯穎 林毓貞 佳作

10613066 江翠國小 三 吳宇涵 黃韻潔 佳作

10613012 安和國小 三 陳柏宇 賴俞伶 佳作

10613092 埔墘國小 三 黃品蓁 楊棋嵄 佳作

10613025 重慶國小 三 李齊悅 陳雪峰 佳作

10613008 海山國小 三 賀湘筠 張琬琪 佳作

10613007 清水國小 三 項林穆羲 錢思媚 佳作

10614045 廣福國小 四 陳亭均 王麗雪 特優

10614021 溪洲國小 四 張宸瑋 温妃玲 特優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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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4085 埔墘國小 四 施淨予 楊棋嵄 特優

10614113 溪洲國小 四 游蕎羽 李淑惠 特優

10614079 板橋國小 四 徐巧珊 王嘉綺 特優

10614001 後埔國小 四 吳苡熏 劉茜妮 特優

10614019 江翠國小 四 陳宣慈 王詩涵 優等

10614083 裕德國小 四 盧巧艾 呂靜怡 優等

10614033 板橋國小 四 湯筑安 江珮瑤 優等

10614067 溪洲國小 四 林妍潾 徐秀琴 優等

10614102 板橋國小 四 許丞睿 吳家羚 優等

10614039 埔墘國小 四 吳奐鋆 楊棋嵄 優等

10614022 廣福國小 四 劭琝晴 郭貞瑩 甲等

10614077 海山國小 四 徐顥瑋 李美雲 甲等

10614020 信義國小 四 潘秉鈞 沈幸怡 甲等

10614018 土城國小 四 廖歆語 王淑君 甲等

10614016 埔墘國小 四 姜羽珈 楊棋嵄 甲等

10614037 裕德國小 四 蔡宜臻 賴文彥 甲等

10614052 莒光國小 四 龍立軒 潘心苹 甲等

10614056 板橋國小 四 王品蓁 吳鴻欣 甲等

10614055 新埔國小 四 簡子凌 曾美英 甲等

10614030 清水國小 四 林耘安 張素卿 甲等

10614098 莒光國小 四 紀昕妍 徐儀庭 甲等

10614002 重慶國小 四 賴歆甯 陳雪峰 甲等

10614029 莒光國小 四 朱婉寧 陳佳彣 佳作

10614014 裕德國小 四 莫瑄平 賴文彥 佳作

10614008 海山國小 四 張育琦 柯挺如 佳作

10614009 新埔國小 四 林俐瑄 連翊伶 佳作

10614017 文聖國小 四 黃品涵 吳秀娟 佳作

10614003 文德國小 四 林佳蓁 陳婉愉 佳作

10614108 埔墘國小 四 紀晶晶 楊棋嵄 佳作

10614004 中山國小 四 許琇鈞 楊郁璘 佳作

10614035 實踐國小 四 陳耀丞 黃筱君 佳作

10614106 裕德國小 四 方彥絜 莊貽荏 佳作

10614010 板橋國小 四 鄭媛元 賴韻如 佳作

10614075 莒光國小 四 林宸緯 王夢蓮 佳作

10615075 莒光國小 五 黃子瀚 吳美儀 特優

10615109 埔墘國小 五 林亦珍 沈倖如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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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5001 後埔國小 五 張育禎 李明惠 特優

10615098 莒光國小 五 楊謹瑜 康鴻婷 特優

10615093 後埔國小 五 曾以樂 李志文 特優

10615087 土城國小 五 陳姳諼 李文志 特優

10615032 廣福國小 五 廖子儀 郭貞瑩 優等

10615012 板橋國小 五 邱子恬 洪健津 優等

10615105 安和國小 五 林志娟 洪怡如 優等

10615067 信義國小 五 黃煒璇 李漢昌 優等

10615042 沙崙國小 五 江嘉慧 蕭芸婷 優等

10615038 裕德國小 五 潘咨序 謝任嘉 優等

10615078 廣福國小 五 曾顗璇 郭貞瑩 甲等

10615017 埔墘國小 五 蘇泓瑀 沈倖如 甲等

10615024 後埔國小 五 黃昀宥 謝安婷 甲等

10615003 文德國小 五 李寅嫻 蔡惠玉 甲等

10615064 土城國小 五 李明越 薛倩惠 甲等

10615071 重慶國小 五 高瑀謙 陳雪峰 甲等

10615065 沙崙國小 五 蔡惟安 簡貴英 甲等

10615025 重慶國小 五 陳廷沂 陳雪峰 甲等

10615041 土城國小 五 李佩恩 薛倩惠 甲等

10615084 裕德國小 五 張瑜晏 林靜芳 甲等

10615058 板橋國小 五 簡浩安 陳冠汝 甲等

10615104 板橋國小 五 邱存敬 陳冠汝 甲等

10615009 廣福國小 五 利天心 陳薇羽 佳作

10615063 埔墘國小 五 涂意如 沈倖如 佳作

10615062 大觀國小 五 王宇恩 陳珎偋 佳作

10615027 中山國小 五 林映岑 陳凱庭 佳作

10615002 重慶國小 五 彭宥嘉 陳雪峰 佳作

10615102 溪洲國小 五 王郁薰 洪敏玲 佳作

10615048 重慶國小 五 陳  昕 陳雪峰 佳作

10615051 樂利國小 五 鄭清蔚 洪麗玲 佳作

10615095 文德國小 五 張軒綾 謝雅淋 佳作

10615068 文聖國小 五 周羚榕 呂學智 佳作

10615108 大觀國小 五 魏緁駖 葉宜親 佳作

10615100 海山國小 五 柴路雅 賴顗竹 佳作

10616019 土城國小 六 賴薏云 李建興 特優

10616049 清水國小 六 廖敏彣 方韋晴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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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6087 文德國小 六 許宜晴 張瑞君 特優

10616015 埔墘國小 六 黃昱翔 沈倖如 特優

10616083 沙崙國小 六 陳芷婷 薛琛妤 特優

10616052 板橋國小 六 陳恩瑄 馬光蕙 優等

10616051 廣福國小 六 李昀倢 郭貞瑩 優等

10616090 莒光國小 六 何承翰 李幗蘭 優等

10616009 廣福國小 六 陳芊妘 黃啟誠 優等

10616050 海山國小 六 林恩丞 林久立 優等

10616063 頂埔國小 六 孫芷涵 徐駿榮 甲等

10616097 裕德國小 六 蘇禹瑄 簡銘葳 甲等

10616034 裕德國小 六 薛人華 蔣雅惠 甲等

10616057 埔墘國小 六 楊盛傑 沈倖如 甲等

10616073 板橋國小 六 邱伊敏 殷烱盛 甲等

10616035 大觀國小 六 梁靜茹 周佳正 甲等

10616085 後埔國小 六 鄭詠琳 吳家慧 甲等

10616040 土城國小 六 陳易德 許碧櫻 甲等

10616084 頂埔國小 六 王立言 余素蓮 甲等

10616013 裕德國小 六 朱能白 蔡梅雀 甲等

10616018 溪洲國小 六 張志騏 李秀晶 佳作

10616101 信義國小 六 葉品萱 曾玉嘉 佳作

10616081 溪洲國小 六 黃宇婕 林美芳 佳作

10616023 重慶國小 六 黃紳宇 陳雪峰 佳作

10616055 裕德國小 六 葉懿箴 簡銘葳 佳作

10616061 土城國小 六 鄧婷 唐英秦 佳作

10616025 中山國小 六 李 儀 黃麗穎 佳作

10616069 莒光國小 六 林詠璇 王美介 佳作

10616068 樂利國小 六 陳鏡婷 鄭乃瑜 佳作

10616056 大觀國小 六 許芮甄 方明家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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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3002 中和國小 三  周聿暄 吳蕙娜 特優

10623052 光復國小 三 王建淮 楊玟華 特優

10623053 光復國小 三 林鈺庭 陳淑芳 特優

10623044 秀朗國小 三 簡羽岑 李宜珮 特優

10623025 自強國小 三 施宥岑 陳艷紅 優等

10623006 復興國小 三 沈芮希 呂繡雯 優等

10623051 光復國小 三 江宸瑄 楊玟華 優等

10623036 永和國小 三 鄭宇和 周麗美 優等

10623067 及人國民小學 三 李萱耘 羅麗雪 甲等

10623073 竹林國民小學 三 沈柏慶 劉耿江 甲等

10623008 復興國小 三 李宇晴 郭宜貞 甲等

10623003 中和國小 三  彭  暄 李惠如 甲等

10623064 育才國民小學 三 吳熙悅 梁君霙 甲等

10623074 竹林國民小學 三 賴辰軒 林吟霙 甲等

10623007 復興國小 三 盧宥慈 呂繡雯 甲等

10623039 永和國小 三 郭芊妤 蔡靖津 甲等

10623031 積穗國小 三 黃思寧 羅艷甄 佳作

10623009 復興國小 三 陳欣妮 郭宜貞 佳作

10623005 中和國小 三 賴玟妤 陳怡秀 佳作

10623055 光復國小 三 鄧雨柔 林秀慧 佳作

10623075 竹林國民小學 三 陳湘穎 劉耿江 佳作

10623029 積穗國小 三 陳亮宇 楊梅英 佳作

10623041 秀朗國小 三 沈奎同 黃婉婷 佳作

10623045 秀朗國小 三 許珺喬 司其瑩 佳作

10624029 積穗國小 四 陳宥安 林怡瑞 特優

10624041 秀朗國小 四 王柏舜 鄭燕秋 特優

10624072 及人國民小學 四 楊淳皓 黃雅琤 特優

10624006 復興國小 四 游可安 呂繡雯 特優

10624028 積穗國小 四 吳雨欣 林怡瑞 優等

10624044 秀朗國小 四 劉濰榛 張美珍 優等

10624070 及人國民小學 四 謝稚鎧 賴錦澐 優等

10624063 永平國小 四 謝宛妤 陳瑩容 優等

10624038 永和國小 四 黃資尹 張梓雲 甲等

10624062 永平國小 四 馮愉睎 余幸秋 甲等

10624021 錦和國小 四 李菩芯 黃琴心 甲等

10624005 中和國小 四 白宜庭 蔡欣學 甲等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雙和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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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4061 永平國小 四 王亮鈞 黃幼宏 甲等

10624074 及人國民小學 四 周孟潔 郭惠英 甲等

10624017 秀山國小 四 邱子謙 應惠麗 甲等

10624016 秀山國小 四 呂佳穎 賴政國 甲等

10624066 育才國民小學 四 王柏心 廖佳瑩 佳作

10624012 興南國小 四 阮苡瑄 徐淑璇 佳作

10624032 積穗國小 四 吳翊瑄 魏淑君 佳作

10624023 自強國小 四 陳玟如 蘇靜玉 佳作

10624058 網溪國小 四 楊瑞霖 王淑婷 佳作

10624002 中和國小 四  徐德蓉 林雅珍 佳作

10624003 中和國小 四  丁學洋 陳玉君 佳作

10624033 景新國小 四 王辰容 杜俊成 佳作

10625072 及人國民小學 五 江亞璇 高亮琴 特優

10625073 及人國民小學 五 吳芸姍 吳月貴 特優

10625026 自強國小 五 楊恩妮 李雅鈴 特優

10625057 網溪國小 五 陳品含 蕭豫奇 特優

10625064 永平國小 五 王絜薷 陳曉薇 優等

10625042 永和國小 五 張繹均 呂國正 優等

10625070 育才國民小學 五 陳宥彤 陳詠鈞 優等

10625039 永和國小 五 唐芯妍 蔡明錕 優等

10625002 中和國小 五  江沛宜 李含芳 甲等

10625068 育才國民小學 五 林侑萱 楊孟儒 甲等

10625030 積穗國小 五 曠振威 呂枝益 甲等

10625060 網溪國小 五 陳朋忻 范家達 甲等

10625067 育才國民小學 五 簡郁珊 黃麗蓉 甲等

10625009 復興國小 五 陳怡彤 呂繡雯 甲等

10625036 景新國小 五 譚淨予 蔡佩錦 甲等

10625080 竹林國民小學 五 翁靖閎 羅嘉莉 甲等

10625038 永和國小 五 張鈺汶 鄭淨文 佳作

10625004 中和國小 五  吳芷容 邱競平 佳作

10625031 積穗國小 五 林沂萱 呂枝益 佳作

10625071 及人國民小學 五 董柏宇 范逸雯 佳作

10625046 秀朗國小 五 胡寧恩 包芸樺 佳作

10625035 景新國小 五 陳玥彤 沈菀琳 佳作

10625047 秀朗國小 五 胡愷恩 杜季容 佳作

10625022 錦和國小 五 周芸榕 蔡堉岑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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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6059 永平國小 六 游子萱 江雯琪 特優

10626052 光復國小 六 張恩綺 周志清 特優

10626071 及人國民小學 六 余恩頡 劉家貝 特優

10626001 中和國小 六  尹雯葶 吳竟如 特優

10626073 竹林國民小學 六 邱顗恩 陳怡青 優等

10626017 秀山國小 六 郭潔妤 張維倢 優等

10626006 復興國小 六 陳芊妤 呂繡雯 優等

10626034 景新國小 六 李羽喬 陳英傑 優等

10626074 竹林國民小學 六 張瑀方 曾至誠 甲等

10626065 育才國民小學 六 成爾彤 馮美蓉 甲等

10626051 光復國小 六 王浩維 許雅貞 甲等

10626069 及人國民小學 六 李昀宜 陳玫燕 甲等

10626054 光復國小 六 吳思霈 黃曉琦 甲等

10626008 興南國小 六 林雨融 曾裕宏 甲等

10626009 興南國小 六 郭海雁 黃玉伶 甲等

10626068 及人國民小學 六 許舒涵 王惠子 甲等

10626025 自強國小 六 李庭瑄 劉德芳 佳作

10626048 頂溪國小 六 黃鼎耘 劉胤愛 佳作

10626075 竹林國民小學 六 張宸禕 林吟霙 佳作

10626035 景新國小 六 劉品伶 鍾君怡 佳作

10626043 秀朗國小 六 張雅萱 林昱妝 佳作

10626058 網溪國小 六 賴鈺昕 吳愛芠 佳作

10626041 秀朗國小 六 陳威綸 吳宛臻 佳作

10626072 及人國民小學 六 鄭昕於 王惠子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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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3042 忠義國小 三 張絜茹 黃德賢 特優

10633029 碧華國小 三 林儀芊 施美合 特優

10633058 鷺江國小 三 蘇振豪 鄭蘋 特優

10633010 修德國小 三 陳曉萱 陳麗雲 特優

10633045 仁愛國小 三 汪軒榕 廖柔禎 優等

10633038 集美國小 三 李宜穎 詹歐瑞蘭 優等

10633050 成功國小 三 王力毅 陳姿慧 優等

10633060 鷺江國小 三 洪宇恩 王志昌 優等

10633003 五華國小 三 郭紓晴 陳采琪 甲等

10633048 成功國小 三 梁䕒云 林紋輝 甲等

10633069 永福國小 三 李玟儀 劉雅玲 甲等

10633057 蘆洲國小 三 洪榕萱 沈丹莉 甲等

10633070 永福國小 三 魏亞芝 黃薏陵 甲等

10633041 忠義國小 三 陳姵潔 王靜惠 甲等

10633017 二重國小 三 黃安綺 潘伯正 甲等

10633020 三光國小 三 翁詠茹 魏雲儀 佳作

10633031 碧華國小 三 鄭詩穎 王璧鈴 佳作

10633049 成功國小 三 張詠祺 林家慶 佳作

10633053 蘆洲國小 三 陶昌穗 郭庭禎 佳作

10633067 光興國小 三 陳湘穎 李日輝 佳作

10633046 仁愛國小 三 程度心 魏禎慧 佳作

10633036 集美國小 三 戴鉑晟 李淑芬 佳作

10634006 五華國小 四 周淳嘉 陳采琪 特優

10634044 永福國小 四 林毓芩 李芊霆 特優

10634061 三重國小 四 侯昕妤 蔡惠君 特優

10634016 厚德國小 四 林怡婷 陳冠琳 特優

10634017 厚德國小 四 吳奕潔 陳冠琳 特優

10634043 永福國小 四 吳禹萱 李金生 優等

10634077 光榮國小 四 曾怡瑄 丁銘慶 優等

10634038 重陽國小 四 謝佩恩 林英俊 優等

10634031 仁愛國小 四 洪羽希 蔣宜窈 優等

10634063 三重國小 四 董正甯 蔡惠君 優等

10634042 永福國小 四 謝士鈞 李美幸 甲等

10634041 永福國小 四 魏妤真 蘇麗枝 甲等

10634046 集美國小 四 徐千昀 羅聖心 甲等

10634053 忠義國小 四 蔡聿兒 陳美西 甲等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三重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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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4037 碧華國小 四 鄭詠瑞 許植豔 甲等

10634059 成功國小 四 沈祐熙 方俊童 甲等

10634032 仁愛國小 四 林昕妍 游惠玲 甲等

10634015 修德國小 四 林子翔 陳麗雲 甲等

10634062 三重國小 四 吳寰 蔡惠君 甲等

10634024 正義國小 四 陳妤瑞 胡永輝 佳作

10634050 集美國小 四 杜允祈 單宛君 佳作

10634072 鷺江國小 四 林雨潔 湯淑娟 佳作

10634039 重陽國小 四 梁芯瑗 林英俊 佳作

10634035 碧華國小 四 余孟謹 張瓊云 佳作

10634025 正義國小 四 林莘蒝 洪玉真 佳作

10634019 厚德國小 四 陳柏妤 陳冠琳 佳作

10634036 碧華國小 四 鄭閔云 鄭佑津 佳作

10634056 成功國小 四 黃美慈 陳淑芬 佳作

10635008 修德國小 五 邱郁婷 陳麗雲 特優

10635076 光興國小 五 林禹彤 黃雅芳 特優

10635052 仁愛國小 五 阮晴 莊麗萍 特優

10635062 蘆洲國小 五 李毓真 方淑蓉 特優

10635032 碧華國小 五 吳昱澐 葉淑君 優等

10635007 修德國小 五 陳沛宜 陳麗雲 優等

10635050 集美國小 五 楊謹綾 羅勝豐 優等

10635067 鷺江國小 五 李妍霓 黃今津 優等

10635071 鷺江國小 五 邱于眞 賴立勳 甲等

10635048 集美國小 五 游千逸 紀柔安 甲等

10635012 厚德國小 五 陳邵祺 吳碧貞 甲等

10635031 永福國小 五 張詠婷 徐士弘 甲等

10635074 三光國小 五 張宸瑋 王裕昌 甲等

10635006 修德國小 五 陳雅慧 陳麗雲 甲等

10635025 正義國小 五 蔣宇涵 劉興忠 甲等

10635078 光興國小 五 林晏甄 尤瑞綺 甲等

10635080 三重國小 五 曹庭維 紀冠伊 佳作

10635053 仁愛國小 五 黃姿瑋 林文娟 佳作

10635027 永福國小 五 蔡睿宇 洪含詩 佳作

10635029 永福國小 五 沈怡君 李麗卿 佳作

10635033 碧華國小 五 江姵瑩 李春桃 佳作

10635051 集美國小 五 鄭晴予 吳佩潔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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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5015 忠義國小 五 陳孟希 林晏如 佳作

10635040 重陽國小 五 謝安絜 林英俊 佳作

10636004 五華國小 六 李亭蓁 陳采琪 特優

10636006 修德國小 六 魏欣宇 陳麗雲 特優

10636078 永福國小 六 洪汝昀 楊振印 特優

10636007 修德國小 六 潘書涵 陳麗雲 特優

10636034 集美國小 六 陳于凱 林育姍 優等

10636071 鷺江國小 六 周芷彤 林志成 優等

10636046 忠義國小 六 謝子星 吳姵儀 優等

10636003 五華國小 六 陳真 陳采琪 優等

10636023 三光國小 六 王馨禾 蔡昌佑 甲等

10636077 永福國小 六 陳采詩 楊振印 甲等

10636036 集美國小 六 張庭睿 姚嘉如 甲等

10636059 成功國小 六 王昱翔 張雅惠 甲等

10636029 正義國小 六 陳怡安 江岱澄 甲等

10636019 厚德國小 六 吳思妍 吳碧貞 甲等

10636002 五華國小 六 王翊騏 陳采琪 甲等

10636020 厚德國小 六 楊家豪 吳碧貞 佳作

10636001 五華國小 六 李恩竹 陳采琪 佳作

10636069 鷺江國小 六 劉之薰 張晉源 佳作

10636051 重陽國小 六 林嘉安 吳惠婷 佳作

10636037 仁愛國小 六 賴劭怡 謝任涵 佳作

10636022 三光國小 六 林岷儒 吳碧貞 佳作

10636074 二重國小 六 劉笠楊 鄭玉翎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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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3014 牡丹國小 三 簡可庭 鄭振昌 特優

10643040 雙溪國小 三 孫子薰 許淑珠 特優

10643019 瑞柑國小 三 江靖雯 羅凱文 特優

10643026 瑞芳國小 三 胡鈺閔 賴美雪 優等

10643041 雙溪國小 三 林浚睿 許淑珠 優等

10643015 瑞亭國小 三 游依萱 蘇慧娟 優等

10643038 雙溪國小 三 簡鈺庭 許淑珠 甲等

10643039 雙溪國小 三 洪予馫 許淑珠 甲等

10643037 貢寮國小 三 黃榆婷 沈美君 甲等

10643044 猴硐國小 三 林瑋城 李惟曼 甲等

10643027 瑞芳國小 三 周彥蓉 倪靜宜 甲等

10643024 瑞濱國小 三 蔡宜彤 郭育民 佳作

10643025 瑞芳國小 三 艾淑羽 賴美雪 佳作

10643030 福連國小 三 吳芷宜 呂子昂 佳作

10643005 吉慶國小 三 謝品辰 時德平 佳作

10643032 福連國小 三 張宥寧 呂子昂 佳作

10644037 瑞芳國小 四 邱語安 許茜惠 特優

10644038 瑞芳國小 四 潘詩婕 王詩惠 特優

10644020 柑林國小 四 林慧竺 廖偉帆 特優

10644041 瑞芳國小 四 林奕姿 蘇淑貞 優等

10644030 瑞亭國小 四 施肇豐 曾姿瑋 優等

10644026 濂洞國小 四 陳亮臻 吳雅慧 優等

10644021 澳底國小 四 邱詩晴 王昆炡 甲等

10644018 平溪國小 四 何宗祐 謝皓衡 甲等

10644040 瑞芳國小 四 蕭汎芸 陳素英 甲等

10644052 雙溪國小 四 潘宬澤 周文琪 甲等

10644011 吉慶國小 四 蔣懷馨 林麗莉 甲等

10644028 牡丹國小 四 梁妍愷 林伶靜 甲等

10644003 上林國小 四 李家柔 周書妤 佳作

10644039 瑞芳國小 四 黃琳惟 左懋華 佳作

10644022 澳底國小 四 林冠竹 王昆炡 佳作

10644023 澳底國小 四 劉芸芸 王昆炡 佳作

10644042 福隆國小 四 吳宣 林斐琪 佳作

10644010 吉慶國小 四 陳奕瑋 林麗莉 佳作

10645029 瑞亭國小 五 鄭琇玉 沈宜君 特優

10645023 澳底國小 五 朱祐君 留家凌 特優

10645043 瑞芳國小 五 劉亞慈 蔣仲昂 特優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瑞芳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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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5017 平溪國小 五 蔡宗翰 李彗菱 特優

10645034 瑞柑國小 五 楊宸昀 黃昱芳 優等

10645008 十分國小 五 胡聖賢 曾美麗 優等

10645042 瑞芳國小 五 翁銘翊 李志宏 優等

10645045 福隆國小 五 王昱文 林茹芳 優等

10645027 瑞亭國小 五 黃品勛 沈宜君 甲等

10645019 平溪國小 五 潘儀禎 李彗菱 甲等

10645036 瑞濱國小 五 余子葳 吳育錚 甲等

10645032 瑞柑國小 五 簡雯靖 黃昱芳 甲等

10645058 雙溪國小 五 簡予卉 韓弘偉 甲等

10645044 瑞芳國小 五 蕭玉宸 黃文山 甲等

10645033 瑞柑國小 五 曾苡柔 黃昱芳 甲等

10645005 九份國小 五 游勝宇 洪瑞君 佳作

10645010 吉慶國小 五 楊仕鈞 許文財 佳作

10645024 牡丹國小 五 張毓展 施亞辰 佳作

10645015 和美國小 五 楊苡岑 辜豑瑩 佳作

10645063 猴硐國小 五 蔡佳芳 呂榕榕 佳作

10645038 瑞濱國小 五 林妟融 吳育錚 佳作

10645059 雙溪國小 五 簡宜涵 韓弘偉 佳作

10646028 瑞亭國小 六 白耀誠 謝秉峯 特優

10646046 瑞芳國小 六 胡雅琦 廖德將 特優

10646049 義方國小 六 陳沛羽 李宗翰 特優

10646008 十分國小 六 林曉蕙 許朝全 優等

10646012 吉慶國小 六 郭慧雯 黃漢民 優等

10646032 瑞柑國小 六 王韋力 吳美麗 優等

10646042 瑞芳國小 六 廖宥淳 方柔雯 甲等

10646031 瑞亭國小 六 李俽儀 謝秉峯 甲等

10646059 雙溪國小 六 張恩綺 林建新 甲等

10646045 瑞芳國小 六 丁姳伃 張極忠 甲等

10646011 吉慶國小 六 廖芊涵 藍毓雯 甲等

10646020 柑林國小 六 石薰云 簡鈺珺 甲等

10646030 瑞亭國小 六 白欣怡 謝秉峯 佳作

10646058 雙溪國小 六 蔡和杉 趙悅瑩 佳作

10646034 瑞柑國小 六 林楷晟 吳美麗 佳作

10646043 瑞芳國小 六 吳佳珍 方柔雯 佳作

10646060 雙溪國小 六 王均凌 林建新 佳作

10646019 平溪國小 六 闕崎雯 陸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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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3043 秀峰國小 三 陳合瑄 王音琇 特優

10653050 汐止國小 三 許歆唯 陳寶玲 特優

10653054 汐止國小 三 陳思穎 彭玟瑜 特優

10653057 金美國小 三 曾馨柔 林孟樺 優等

10653035 白雲國小 三 簡幸幼 張曜麟 優等

10653053 汐止國小 三 郭宸蓁 賴品伃 優等

10653024 崇德國小 三 鄭梓紋 莊文玲 甲等

10653011 青山國中小 三 余兆宜 葉惠娟 甲等

10653032 白雲國小 三 包琇婧 張曜麟 甲等

10653033 白雲國小 三 包琇璞 蔡孟儒 甲等

10653007 樟樹國小 三 蕭亦辰 葉金鳳 甲等

10653018 北峰國小 三 羅偉庭 陳雅雯 甲等

10653052 汐止國小 三 黃書嫻 楊賢慈 佳作

10653006 樟樹國小 三 劉姿伶 葉金鳳 佳作

10653013 青山國中小 三 吳艾臻 王玫心 佳作

10653023 崇德國小 三 莊琇晴 莊文玲 佳作

10653015 青山國中小 三 劉抒醍 王玫心 佳作

10653016 北峰國小 三 胡芬榕 蘇昭銘 佳作

10654001 野柳國小 四 劉彥廷 王敬達 特優

10654054 三和國小 四 高齊謙 葉培郁 特優

10654060 金龍國小 四 許希研 邱琡珺 特優

10654026 秀峰國小 四 林奕菲 楊珮冠 特優

10654012 崇德國小 四 蔡沛蓁 廖修緯 優等

10654022 樟樹國小 四 蔡宥豐 周幸樺 優等

10654002 野柳國小 四 李佳昀 王敬達 優等

10654030 秀峰國小 四 黃原忞 楊珮冠 優等

10654044 中角國小 四 黃姿嫙 葉孟倫 甲等

10654023 白雲國小 四 吳亭誼 陳力瀚 甲等

10654037 汐止國小 四 陳品睿 張中一 甲等

10654036 汐止國小 四 陳薇心 吳麗敏 甲等

10654057 金龍國小 四 簡敏珊 鍾明河 甲等

10654020 長安國小 四 闕妤庭 江淑卿 甲等

10654031 北港國小 四 楊婧慈 余淑慧 甲等

10654028 秀峰國小 四 陳宜柔 楊珮冠 佳作

10654003 青山國中小 四 彭以昕 潘怡甄 佳作

10654048 萬里國小 四 張家綺 洪萩育 佳作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七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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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4013 崇德國小 四 游以勤 楊凱文 佳作

10654058 金龍國小 四 張  安 彭嬌英 佳作

10654061 金龍國小 四 陳宥妤 李茗蕙 佳作

10654004 青山國中小 四 藍宥詒 潘怡甄 佳作

10655054 秀峰國小 五 劉庭聿 楊珮冠 特優

10655007 樟樹國小 五 陳妍希 陳主迎 特優

10655052 秀峰國小 五 闕郡揚 楊珮冠 特優

10655065 汐止國小 五 張恩馨 黃詩淳 特優

10655055 秀峰國小 五 林言忻 楊珮冠 優等

10655009 樟樹國小 五 金德杰 陳主迎 優等

10655010 青山國中小 五 藍宥淮 陳思聖 優等

10655034 金山國小 五 謝沛霓 賴雅萍 優等

10655023 三和國小 五 鄭毓蓁 黃仲佑 甲等

10655011 青山國中小 五 吳婉慈 黃羽萱 甲等

10655045 金龍國小 五 謝依珊 梁丞諺 甲等

10655013 青山國中小 五 朱書誼 黃羽萱 甲等

10655035 中角國小 五 林書約 黃文俊 甲等

10655051 崁腳國小 五 陳紀暟 李玉玫 甲等

10655019 北峰國小 五 王茜如 陳羿竹 甲等

10655018 北峰國小 五 袁松甫 黃韻寧 佳作

10655066 汐止國小 五 賴彥臻 董如修 佳作

10655027 崇德國小 五 陳卉薰 黃怡嘉 佳作

10655024 崇德國小 五 徐子晴 黃怡嘉 佳作

10655026 崇德國小 五 張綺軒 鄭雯珠 佳作

10655070 金美國小 五 林芯緹 任大任 佳作

10655044 金龍國小 五 李彥宬 劉佳雯 佳作

10656019 崇德國小 六 陳柏凱 林紓伃 特優

10656068 金龍國小 六 朱雨甜 羅儀軒 特優

10656003 樟樹國小 六 郝齊嫻 簡歆頤 特優

10656022 白雲國小 六 李苡禎 陳淑蓉 特優

10656045 秀峰國小 六 陳昭熙 楊珮冠 優等

10656065 金龍國小 六 謝采津 陳穎萱 優等

10656050 北港國小 六 李佳臻 林世昌 優等

10656035 萬里國小 六 楊閔媃 陳奕瑆 優等

10656044 秀峰國小 六 丁亭之 楊珮冠 甲等

10656011 青山國中小 六 沈玟廷 林幸孜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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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6032 金山國小 六 黃子芯 林可欣 甲等

10656030 金山國小 六 張家芯 劉佳欣 甲等

10656054 北港國小 六 黃于倢 黃虹雁 甲等

10656023 白雲國小 六 湯瑞晴 胡誌麟 甲等

10656061 三和國小 六 黃悅聆 蘇宥騫 甲等

10656072 金美國小 六 許妤安 吳光璵 甲等

10656043 崁腳國小 六 簡昱佳 蔡弘懋 佳作

10656067 金龍國小 六 陳姮予 劉明芬 佳作

10656020 崇德國小 六 許珮筠 蕭伊君 佳作

10656025 長安國小 六 李捷琳 賴虹蓁 佳作

10656048 秀峰國小 六 蘇靖軒 楊珮冠 佳作

10656010 青山國中小 六 林芯儀 林幸孜 佳作

10656007 青山國中小 六 郭家盈 楊惠玲 佳作

10656028 長安國小 六 翁佩憶 謝妮晏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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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3100 介壽國小 三 黃婕晏 洪育佳 特優

10663102 介壽國小 三 賴怡岑 王麒雅 特優

10663046 育德國小 三 馬語彤 陳家慧 特優

10663079 三峽國小 三 陳品潔 徐淑慧 特優

10663013 鶯歌國小 三 呂語璇 王洛夫 特優

10663010 鶯歌國小 三 林畊瑀 王洛夫 特優

10663014 民義國小 三 陳沛辰 彭淑琪 優等

10663066 桃子腳國中小 三 侯尹螢 陳玉真 優等

10663007 鳳鳴國小 三 吳宜臻 彭敬惠 優等

10663086 樹林國小 三 蔡浡泓 王韋潔 優等

10663027 北大國小 三 陳彥薰 胡婷妍 優等

10663082 三峽國小 三 陳瀅雅 徐淑慧 優等

10663021 武林國小 三 楊子萱 曾玉玲 甲等

10663085 樹林國小 三 高書柔 王仁弘 甲等

10663070 桃子腳國中小 三 李樂晴 萬文秀 甲等

10663011 鶯歌國小 三 蔡宜璇 王洛夫 甲等

10663024 武林國小 三 田芷安 陳智英 甲等

10663087 樹林國小 三 廖珈妤 宋宜璋 甲等

10663096 文林國小 三 張鎧甯 楊淑妃 甲等

10663056 安溪國小 三 林依璇 郭達祥 甲等

10663031 山佳國小 三 許雅淳 盧麗英 甲等

10663061 大同國小 三 葉芯佑 楊美麟 甲等

10663063 大同國小 三 吳伊婷 謝秋泛 甲等

10663006 鳳鳴國小 三 謝宜庭 林昀臻 佳作

10663036 建國國小 三 蔡和潔 張志宏 佳作

10663029 北大國小 三 陳品杉 劉佳樺 佳作

10663052 昌福國小 三 王品軒 廖沛怡 佳作

10663040 永吉國小 三 林芷妍 陳佑民 佳作

10663080 三峽國小 三 洪鈺焺 徐淑慧 佳作

10663019 插角國小 三 李彥廷 吳庭瑜 佳作

10663054 昌福國小 三 吳惟銘 游玉雯 佳作

10663069 桃子腳國中小 三 林品妤 何美諭 佳作

10663093 三多國小 三 余米琦  李慧娥 佳作

10663089 三多國小 三 簡均翰  蕭東敏 佳作

10664058 昌福國小 四 游筑媗 陳寶玉 特優

10664110 介壽國小 四 余爾婕 游依婷 特優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三鶯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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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4107 文林國小 四 項  海 蔡瓊慧 特優

10664066 大同國小 四 陳郁恩 鄭瑪莉 特優

10664072 桃子腳國中小 四 曾祥睿 曾國峰 特優

10664105 文林國小 四 顏于喆 林元慈 特優

10664006 鶯歌國小 四 李國瑄 王洛夫 優等

10664070 桃子腳國中小 四 吳宇昕 黃嘉宏 優等

10664081 大埔國小 四 林惟萱 陳宜均 優等

10664082 大埔國小 四 林恩誼 張孟琪 優等

10664041 永吉國小 四 余欣恬 陳佑民 優等

10664037 建國國小 四 陳紜綺 胡一萍 優等

10664096 樹林國小 四 梁紹君 周嘉芬 甲等

10664112 介壽國小 四 周家釩 鄭志賢 甲等

10664007 鶯歌國小 四 侯庭臻 王洛夫 甲等

10664104 文林國小 四 陳怡均 吳佳淇 甲等

10664059 安溪國小 四 林妤宸 黃舜文 甲等

10664054 昌福國小 四 林沛錞 傅柔橙 甲等

10664075 二橋國小 四 蕭宇媗 卓鎮鋒 甲等

10664010 鶯歌國小 四 吳柏諭 王洛夫 甲等

10664099 三多國小 四 黃郁家  陳欣如 甲等

10664065 大同國小 四 卓宥妡 向婉惠 甲等

10664009 鶯歌國小 四 吳翊瑄 王洛夫 甲等

10664042 永吉國小 四 詹芷羚 陳佑民 佳作

10664060 安溪國小 四 林郁涵 李素慧 佳作

10664087 中園國小 四 陳穆天 王琇瑩 佳作

10664034 山佳國小 四 陳星礽 蔣淑媛 佳作

10664076 二橋國小 四 卓楷玲 陳偉文 佳作

10664032 山佳國小 四 許朕嘉 程柔淇 佳作

10664071 桃子腳國中小 四 盧莘淇 周孟村 佳作

10664101 三多國小 四 李佳珍  黃招賢 佳作

10664113 育林國小 四 黃彤恩 鄭琇琳 佳作

10664039 建國國小 四 葉宜榛 林素珍 佳作

10664026 北大國小 四 張家毓 詹雅茹 佳作

10665086 三峽國小 五 黃忻毓 呂瑞容 特優

10665084 中園國小 五 包育瑄 林侑珍 特優

10665072 桃子腳國中小 五 賴宥芯 黃孟郁 特優

10665104 文林國小 五 黃昱喬 楊碧珠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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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5074 二橋國小 五 劉景睿 楊偵琴 特優

10665116 育林國小 五 陳欣愉 莊琬琳 特優

10665043 永吉國小 五 陳紹齊 曾綉絹 優等

10665036 山佳國小 五 黃佳馨 林千繪 優等

10665073 桃子腳國中小 五 陳芃卉 林映慈 優等

10665101 文林國小 五 連云僑 黃曉君 優等

10665070 桃子腳國中小 五 葉書妘 林美芳 優等

10665112 彭福國小 五 林彥均 翁惠婷 優等

10665077 二橋國小 五 孫冠綸 陳秋蘭 甲等

10665092 樹林國小 五 呂香瑩 黃志偉 甲等

10665029 北大國小 五 詹力諺 陳若瑜 甲等

10665016 插角國小 五 張心瑜 何宛庭 甲等

10665025 武林國小 五 鄭思琦 趙玲玲 甲等

10665069 桃子腳國中小 五 李心瑜 李勁昇 甲等

10665052 龍埔國小 五 胡瑄容 游琬婷 甲等

10665119 育林國小 五 張舒涵 曹曉芸 甲等

10665035 山佳國小 五 孫曼芸 林千繪 甲等

10665106 介壽國小 五 廖振媐 陳秀秀 甲等

10665066 大同國小 五 王振宇 羅清蘭 甲等

10665064 大同國小 五 劉哲瑋 林靜姝 甲等

10665062 安溪國小 五 秦蔓綺 李宏文 佳作

10665068 大同國小 五 林䍃瑤 林家興 佳作

10665059 安溪國小 五 王家翎 劉玉華 佳作

10665060 安溪國小 五 吳欣璇 朱春麗 佳作

10665027 武林國小 五 鐘冠筑 林梅君 佳作

10665056 昌福國小 五 林雅婷 黃鈺雅 佳作

10665108 介壽國小 五 陳維欣 蘇愁如 佳作

10665079 大埔國小 五 王品茹 蔡春英 佳作

10665107 介壽國小 五 朱翊菡 蘇愁如 佳作

10665010 鶯歌國小 五 陳宥寧 王洛夫 佳作

10665017 插角國小 五 張展榕 賴俊穎 佳作

10665044 永吉國小 五 蔡彧安 曾綉絹 佳作

10666051 龍埔國小 六 李予柔 陳雅慧 特優

10666069 桃子腳國中小 六 楊宛儒 王欣惠 特優

10666067 大同國小 六 湯明育 王芷驊 特優

10666053 龍埔國小 六 高榆恩 張育菁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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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6041 永吉國小 六 楊詠晴 曾綉絹 特優

10666087 三峽國小 六 許皓晴 呂瑞容 特優

10666101 文林國小 六 童妍皙 蘇家榆 優等

10666107 彭福國小 六 郭彤恩 王鈞蓓 優等

10666006 鳳鳴國小 六 陳宜秀 謝丞焜 優等

10666108 彭福國小 六 蘇柏豪 吳思圻 優等

10666089 三峽國小 六 邱湛捷 呂瑞容 優等

10666086 三峽國小 六 許雁妮 呂瑞容 優等

10666083 中園國小 六 王韻雯 邱莉雯 甲等

10666106 介壽國小 六 蘇盈蓁 莊曜璞 甲等

10666045 永吉國小 六 吳芯慈 曾綉絹 甲等

10666057 昌福國小 六 張育慈 陳鈺筑 甲等

10666003 鳳鳴國小 六 趙文綺 葉世珍 甲等

10666088 三峽國小 六 黃定遠 呂瑞容 甲等

10666001 大成國小 六 翁藝純 劉慧君 甲等

10666039 建國國小 六 吳雨倫 林俊標 甲等

10666105 介壽國小 六 郭善云 莊曜璞 甲等

10666082 中園國小 六 林妤娟 何佳倫 甲等

10666104 文林國小 六 涂詠絮 朱芳儀 甲等

10666068 大同國小 六 吳欣恩 劉怡君 佳作

10666099 三多國小 六 郭佩慈  梁震華 佳作

10666044 永吉國小 六 溫千妤 曾綉絹 佳作

10666052 龍埔國小 六 沈佩臻 廖俐雯 佳作

10666055 龍埔國小 六 孫鳳琳 林書楷 佳作

10666036 建國國小 六 伊斯敏 洪美糖 佳作

10666102 文林國小 六 李宸秀 楊晴伊 佳作

10666032 山佳國小 六 葉子睿 吳凱玲 佳作

10666033 山佳國小 六 許凱媜 林芬如 佳作

10666077 二橋國小 六 林子嘉 薛玉伶 佳作

10666109 彭福國小 六 李佳潔 洪惟善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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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3115 南勢國小 三 周晏彤 王添隆 特優

10673119 新泰國小 三 李承祐 徐千惠 特優

10673089 光華國小 三 張婕希 吳瑞華 特優

10673013 新莊國小 三 吳芊霈 李偉琪 特優

10673096 新莊國小 三 李芃萱 謝宜紋 特優

10673088 民安國小 三 楊亦暄 黃瓊慧 特優

10673029 昌平國小 三 黃宣輔 陳亮菁 特優

10673007 昌隆國小 三 陳妍瑄 楊淑玲 優等

10673004 光華國小 三 郭雲安 黃雅鈴 優等

10673091 昌平國小 三 曾苡茹 陳亮菁 優等

10673033 新泰國小 三 杜妍澐 吳欣怡 優等

10673051 昌隆國小 三 周定葦 蔡靜宜 優等

10673071 昌隆國小 三 施宇玹 楊淑青 優等

10673050 成州國小 三 蔡妮蓁 陳詩茹 優等

10673023 八里國小 三 張喬翔 陳柏任 甲等

10673090 成州國小 三 蔡斯晴 陳詩茹 甲等

10673065 中信國小 三 姞娃思‧莎韻 謝秋惠 甲等

10673057 裕民國小 三 林筱雯 陳昭妏 甲等

10673120 新莊國小 三 黃萱芸 李偉琪 甲等

10673077 義學國小 三 楊昀臻 黃繼瑩 甲等

10673105 頭湖國小 三 黃益庭 陳珮筠 甲等

10673104 頭前國小 三 葉蕓瑄 盧乃鳳 甲等

10673034 新莊國小 三 潘宥瑄 謝宜紋 甲等

10673092 明志國小 三 蔡泳諍 林純慧 甲等

10673039 德音國小 三 陳柏霏 賴玟真 甲等

10673027 光華國小 三 黃靖涵 蕭芷芸 甲等

10673075 新泰國小 三 詹珈瑜 吳欣怡 甲等

10673032 思賢國小 三 李映萱 吳俊鴻 佳作

10673084 豐年國小 三 蔣勻浩 賴彥均 佳作

10673113 昌隆國小 三 鄧又嘉 張儷齡 佳作

10673030 昌隆國小 三 林芯彤 戴寵恩 佳作

10673010 思賢國小 三 莊茗涵 王美芳 佳作

10673011 泰山國小 三 何詠筠 王耀瑄 佳作

10673031 南勢國小 三 簡睿妤 王淑琳 佳作

10673066 中港國小 三 馬順恩 林小玲 佳作

10673045 中港國小 三 謝蕎鎂 郭雅靜 佳作

10673018 頭前國小 三 陳侑希 呂彗嘉 佳作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新莊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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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3121 義學國小 三 陳宣羽 李玉冠 佳作

10673125 豐年國小 三 謝詩妮 劉惠湄 佳作

10673114 明志國小 三 吳品宸 蕭怡湘 佳作

10674127 明志國小 四 林哲齊 薛雅月 特優

10674051 中港國小 四 蔡秉融 楊凱芹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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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093 頭湖國小 四 侯季妍 黃靖宜 特優

10674028 丹鳳國小 四 成竑錥 陳燕明 特優

10674079 成州國小 四 周書歆 陳詩茹 特優

10674077 光華國小 四 趙家禾 李佩儒 優等

10674087 聖心小學 四 劉冠頡 王蘭斐 優等

10674039 義學國小 四 余子沁 蔡宛伶 優等

10674026 中信國小 四 洪潤玉 王心怡 優等

10674123 同榮國小 四 林承浩 陳書展 優等

10674052 丹鳳國小 四 白亦芯 蕭幸宜 優等

10674003 丹鳳國小 四 成竑寯 陳燕明 優等

10674020 興福國小 四 謝涵安 吳惠琪 甲等

10674095 麗園國小 四 粘愷昀 劉惠綾 甲等

10674047 豐年國小 四 莊婕歆 劉美岑 甲等

10674019 興化國小 四 彭予姮 黃淑靜 甲等

10674056 同榮國小 四 許瑄倪 游政菱 甲等

10674085 新莊國小 四 林言芳 李偉琪 甲等

10674062 林口國小 四 沈湘芸 龍凌雪 甲等

10674060 昌隆國小 四 陳季屏 蔡錦雲 甲等

10674050 中信國小 四 蕭從哲 蔡雅雯 甲等

10674130 泰山國小 四 蕭雲慈 王耀瑄 甲等

10674048 麗園國小 四 黃詠晞 蔡昆泰 甲等

10674086 義學國小 四 黃宥喬 黃雅雯 甲等

10674126 昌平國小 四 洪呈雨 王怡雯 甲等

10674006 同榮國小 四 游硯勛 許光典 甲等

10674036 思賢國小 四 王宥盈 邱惠玲 佳作

10674121 中信國小 四 游欣庭 簡馨君 佳作

10674133 聖心小學 四 李艾 劉乙瑩 佳作

10674074 中港國小 四 黃永盛 楊凱芹 佳作

10674081 明志國小 四 王博雋 賴亞彤 佳作

10674098 中港國小 四 黃羿寧 張怡俐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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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4140 頭湖國小 四 蔡元元 尤良田 佳作

10674094 豐年國小 四 蔡睿宸 林淑芬 佳作

10674103 成州國小 四 張丞翔 陳詩茹 佳作

10674073 八里國小 四 羅靖璇 陳柏任 佳作

10674013 泰山國小 四 徐子晴 王耀瑄 佳作

10674100 民安國小 四 王秉森 林秋如 佳作

10674011 南勢國小 四 劉宇恩 陳雲凱 佳作

10674104 昌平國小 四 尤妍臻 蔡秉蓉 佳作

10675004 民安國小 五 洪玥琪 廖淑茵 特優

10675086 南勢國小 五 吳宣嬑 高家琍 特優

10675069 榮富國小 五 黃晨詣 陳晉偉 特優

10675088 泰山國小 五 范文馨 王耀瑄 特優

10675025 麗園國小 五 牛郁翔 謝子涵 特優

10675072 頭湖國小 五 王敬瑜 張雅淳 特優

10675035 昌隆國小 五 吳柏承 陳運義 特優

10675052 中信國小 五 張芯瑜 楊佩蓉 特優

10675034 昌平國小 五 詹婕安 林巧敏 優等

10675026 八里國小 五 陳家蓁 宋挺美 優等

10675091 義學國小 五 吳宜恩 王允瑄 優等

10675087 思賢國小 五 何桓霖 黃佳祥 優等

10675104 昌平國小 五 林采嫻 翁枝春 優等

10675117 榮富國小 五 葉霈晴 周玉青 優等

10675046 榮富國小 五 許善雅 邱嘉玲 優等

10675002 中港國小 五 廖宗翔 古美泉 優等

10675140 榮富國小 五 蔡志宜 王雪馨 甲等

10675041 新莊國小 五 楊雅琁 林曉茹 甲等

10675138 義學國小 五 李依倫 鄧玉英 甲等

10675106 明志國小 五 陳思淇 曾彥文 甲等

10675111 新泰國小 五 黃暐倫 王學華 甲等

10675014 新泰國小 五 姜汝渟 唐顯文 甲等

10675115 聖心小學 五 林芊妤 張菀菁 甲等

10675090 新莊國小 五 吳昇叡 林曉茹 甲等

10675084 明志國小 五 蕭羽均 陳華琪 甲等

10675040 新泰國小 五 蘇玟心 許惠雅 甲等

10675043 聖心小學 五 許蕙群 鄭雪雲 甲等

10675101 中港國小 五 林莉溱 吳盈茹 甲等

10675146 麗園國小 五 劉允方 吳雅琛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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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5003 丹鳳國小 五 冷昆叡 蔡文元 甲等

10675103 成州國小 五 陳思淇 陳詩茹 甲等

10675136 泰山國小 五 余睿哲 王耀瑄 佳作

10675036 林口國小 五 楊承芯 陳佳芬 佳作

10675056 光華國小 五 賴郁婷 洪雪娟 佳作

10675130 成州國小 五 何侑紜 陳詩茹 佳作

10675067 聖心小學 五 蒲思彤 陸佩琪 佳作

10675075 八里國小 五 王禕辰 宋挺美 佳作

10675074 麗林國小 五 陳希 黃鈺程 佳作

10675022 頭湖國小 五 施韋岑 張雅淳 佳作

10675068 裕民國小 五 吳佩紜 曾盈碩 佳作

10675010 南勢國小 五 許觀予 蘇國瑞 佳作

10675066 義學國小 五 黃怡閔 李葳葳 佳作

10675019 興化國小 五 蔡茂揚 洪于婷 佳作

10675007 昌隆國小 五 林恆仕 丁麒副 佳作

10675008 明志國小 五 陳睿騏 陳鈺涵 佳作

10675015 新莊國小 五 李若同 林曉茹 佳作

10676114 麗園國小 六 莊芷瑜 吳佳玲 特優

10676054 昌隆國小 六 朱宸廷 林慧芬 特優

10676086 聖心小學 六 許紜禎 吳嘉峰 特優

10676013 新莊國小 六 蕭珮紓 林容青 特優

10676128 新莊國小 六 吳禹萱 林容青 特優

10676007 昌隆國小 六 范博丞 黃淑玲 特優

10676004 民安國小 六 林芷緹 朱容樂 特優

10676098 昌隆國小 六 陳珮勻 侯淳芬 優等

10676003 丹鳳國小 六 鍾云薰 蔡碩穎 優等

10676005 光華國小 六 柯姸安 翁慈蔓 優等

10676121 昌平國小 六 王怡文 蔡瑀芩 優等

10676123 林口國小 六 林士恩 孫宛婷 優等

10676065 德音國小 六 曾品瑄 葉香齡 優等

10676017 榮富國小 六 陳筠臻 沈名洲 優等

10676049 中港國小 六 歐彥霆 陳信儒 甲等

10676070 八里國小 六 陳昱中 宋挺美 甲等

10676101 南勢國小 六 林星穎 李蕙君 甲等

10676043 德音國小 六 林儀如 黃裕惠 甲等

10676045 頭前國小 六 柯亞岑 朱雅芬 甲等

10676018 興化國小 六 徐天惠 洪于婷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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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6093 中信國小 六 王丞安 吳秋妹 甲等

10676029 光華國小 六 楊詠瑱 賴慧慈 甲等

10676104 國泰國小 六 藍予婕 吳沛妤 甲等

10676006 昌平國小 六 蘇昱亘 謝婉瑛 甲等

10676010 思賢國小 六 涂家瑜 柳道明 甲等

10676117 丹鳳國小 六 許皓婷 黃金宏 甲等

10676108 榮富國小 六 蔡瑀容 林仁誠 甲等

10676120 成州國小 六 韓孟庭 陳詩茹 佳作

10676044 興化國小 六 陳姿穎 洪于婷 佳作

10676097 昌平國小 六 楊宜臻 林育琦 佳作

10676028 民安國小 六 賴均祐 賴志明 佳作

10676090 頭湖國小 六 楊凱堤 陳明玲 佳作

10676080 林口國小 六 張珮瑤 江佩儒 佳作

10676115 八里國小 六 張心瞳 宋挺美 佳作

10676032 更寮國小 六 林瑾爰 方心 佳作

10676009 南勢國小 六 常若晴 李宜樺 佳作

10676062 義學國小 六 陳昱良 王振旭 佳作

10676068 頭湖國小 六 李惞以 周發榮 佳作

10676122 明志國小 六 卓芊羽 張嘉倫 佳作

10676021 頭湖國小 六 高梓恩 周發榮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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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3023 鄧公國小 三 李婕瑀 吳青霖 特優

10683022 新興國小 三 許詠秦 唐雅蘭 特優

10683008 文化國小 三 陳宇琪 鄧琇岭 特優

10683021 新興國小 三 陳芃安 黃琦禎 優等

10683041 三芝國小 三 廖恕賢 黃明山 優等

10683001 淡水國小 三 呂子宜 吳淑媚 優等

10683035 新巿國小 三 黃思瑜 蘇郁雯 甲等

10683040 純德小學 三 林逸柔 張妤安 甲等

10683013 竹圍國小 三 何昂叡 洪雅雯 甲等

10683011 竹圍國小 三 陳彥甫 李凉萍 甲等

10683012 竹圍國小 三 沈子晴 洪雅雯 甲等

10683034 新巿國小 三 楊采潔 蘇郁雯 佳作

10683019 新興國小 三 李毓臻 李嘉瑋 佳作

10683004 淡水國小 三 吳毓晴 王英憓 佳作

10683002 淡水國小 三 江宜璇 蔡馥琳 佳作

10683024 鄧公國小 三 李沛芸 黃麗雲 佳作

10684027 新興國小 四 楊紫溶 楊紫鈴 特優

10684001 淡水國小 四 黃柏瑜 張君翌 特優

10684056 橫山國小 四 陳苡柔 林櫻芷 特優

10684017 竹圍國小 四 林以欣 張尤軍 特優

10684029 新興國小 四 陳禹璇 顏碧伶 優等

10684018 竹圍國小 四 遲心嵐 張儷馨 優等

10684052 三芝國小 四 陳哲鵬 江明宗 優等

10684032 鄧公國小 四 何盈瑩 陳玉馨 優等

10684042 新巿國小 四 周利璇 劉惠珠 甲等

10684035 鄧公國小 四 羅欣榆 陳柔臻 甲等

10684049 純德小學 四 黃若婷 周雅櫻 甲等

10684054 三芝國小 四 蘇彥慈 黃鈺玲 甲等

10684016 竹圍國小 四 詹秉霖 黃國慶 甲等

10684015 竹圍國小 四 陳恩萱 張馨文 甲等

10684050 純德小學 四 姜品業 周雅櫻 甲等

10684026 新興國小 四 林品妍 王一梅 佳作

10684047 純德小學 四 呂芊儀 黎玉梅 佳作

10684019 竹圍國小 四 蔡沂伶 劉育榕 佳作

10684060 老梅國小 四 蔡睿洺 洪青妃 佳作

10684051 三芝國小 四 吳浩銓 林淑華 佳作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淡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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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4058 橫山國小 四 林妤蓁 林櫻芷 佳作

10684040 天生國小 四 賴李芯 王芳美 佳作

10685009 文化國小 五 吳丞妤 張淑梓 特優

10685005 淡水國小 五 范歆 鍾翠霞 特優

10685014 竹圍國小 五 陳叡昀 王嘉禾 特優

10685050 新巿國小 五 陳舒允 陳永昌 特優

10685018 水源國小 五 潘皓暄 楊淳媚 優等

10685012 竹圍國小 五 吳沁慈 許月玲 優等

10685008 文化國小 五 蘇昱全 李幸儀 優等

10685026 新興國小 五 柯恩慈 戴清馨 優等

10685053 純德小學 五 沈彥妡 柯俊吉 甲等

10685028 新興國小 五 蕭雅文 曹育嘉 甲等

10685029 新興國小 五 許展榮 蔡宜如 甲等

10685049 新巿國小 五 方可華 施文健 甲等

10685061 三芝國小 五 江柏驊 徐有勝 甲等

10685004 淡水國小 五 李媛媛 鍾翠霞 甲等

10685003 淡水國小 五 楊詠琳 周偉弘 甲等

10685025 新興國小 五 呂忻叡 陳一萍 佳作

10685015 竹圍國小 五 林芯瑜 邱瓊儀 佳作

10685038 天生國小 五 顏苓又 林月梅 佳作

10685058 三芝國小 五 林宥均 田舒情 佳作

10685013 竹圍國小 五 吳奕昊 黃湘玲 佳作

10685002 淡水國小 五 林淵孺 高文旭 佳作

10685016 竹圍國小 五 林韶儀 黃嬿樺 佳作

10686021 鄧公國小 六 游奕萱 劉雅蘭 特優

10686013 新興國小 六 陳彥妤 江宜芳 特優

10686041 新巿國小 六 絲佑琳 朱冠宇 特優

10686017 鄧公國小 六 簡宜珊 陳怡守 優等

10686014 新興國小 六 林書瑜 盧麗玲 優等

10686008 文化國小 六 黃家晨 郭麗玲 優等

10686009 竹圍國小 六 楊幸璇 陳怡秀 甲等

10686051 三芝國小 六 蔡思芃 陳仁聰 甲等

10686036 屯山國小 六 莊智涵 林維愍 甲等

10686042 純德小學 六 李韋杋 潘書榮 甲等

10686020 鄧公國小 六 劉祐瑄 高惠敏 甲等

10686022 天生國小 六 徐依晴 陳怡如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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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6004 淡水國小 六 李心恩 賴明清 佳作

10686043 純德小學 六 吳怡臻 潘書榮 佳作

10686054 老梅國小 六 朱婉郡 詹孟蓉 佳作

10686007 文化國小 六 吳孟萱 黃郁恬 佳作

10686045 純德小學 六 朱厚駿 廖家頡 佳作

10686010 水源國小 六 魏亮誼 朱順寬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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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3041 康橋小學部 三 梁宇涵 林秀玲 特優

10693028 雙城國小 三 高繪婷 秦有玲 特優

10693004 中正國小 三 陳名綉 許毓芬 特優

10693037 康橋小學部 三 黃朱可昕 歐文絹 優等

10693009 新店國小 三 李宥萱 塗宥騏 優等

10693022 青潭國小 三 賀彥丰 王思安 優等

10693053 安坑國小 三 林沛妤 宋靜怡 甲等

10693024 青潭國小 三 吳宸緯 王瑛瑜 甲等

10693052 安坑國小 三 張恩寧 林怡青 甲等

10693042 永定國小 三 曾怡璇 周郁湘 甲等

10693015 屈尺國小 三 林佳穎 謝幸芬 甲等

10693056 安坑國小 三 魏宇睿 宋靜怡 甲等

10693055 安坑國小 三 林恩宇 宋靜怡 佳作

10693013 雙峰國小 三 楊辰澤 馮禮君 佳作

10693023 青潭國小 三 黃冠瑋 歐陽菁菁 佳作

10693032 新和國小 三 黃羽蓁 蔡淳方 佳作

10693048 達觀國中小 三 蕭美幸 蘇筱婷 佳作

10693020 直潭國小 三 蔡杰倫 陳麗秋 佳作

10694034 新店國小 四 陳同芸 何仁傑 特優

10694024 康橋小學部 四 黃禹綸 楊思婷 特優

10694003 中正國小 四 徐翊軒 張繼國 特優

10694002 中正國小 四 何昀臻 施嘉雯 特優

10694030 新和國小 四 許愷倫 蔡淳方 優等

10694046 雙峰國小 四 周  述 吳淑玲 優等

10694053 大豐國小 四 張玉涵 鄧維晴 優等

10694038 雙城國小 四 林芷吟 沃文豪 優等

10694023 康橋小學部 四 陳梓瑜 王婷榆 甲等

10694004 中正國小 四 麥樂筠 黃雅彬 甲等

10694051 大豐國小 四 胡詠安 林怡芳 甲等

10694019 青潭國小 四 范姜宇晴 賴維凱 甲等

10694027 康橋小學部 四 黃覺頤 　劉淑芬 甲等

10694057 安坑國小 四 賀宸均 李永恒 甲等

10694058 安坑國小 四 費于瑄 李永恒 甲等

10694007 北新國小 四 郭豐宇 柯淑媛 佳作

10694055 大豐國小 四 黃薏嘉 洪如盈 佳作

10694036 新店國小 四 詹紫瑀 游淑芬 佳作

新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閱讀寫作競賽

區賽成績　【文山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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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4037 新店國小 四 洪碩廷 陳玉珍 佳作

10694014 直潭國小 四 陳品諺 陳貞君 佳作

10694009 北新國小 四 林思葦 柯淑媛 佳作

10694029 新和國小 四 任芳妤 蔡淳方 佳作

10695020 新和國小 五 賴妍蓁 蔡淳方 特優

10695009 北新國小 五 李姿瑩 曾萱榆 特優

10695012 龜山國小 五 林燕慈 李炫蒼 特優

10695015 直潭國小 五 蔡真珍 林瑛淳 特優

10695021 新和國小 五 姜妤璇 蔡淳方 優等

10695039 雙峰國小 五 王  薇 林昆岳 優等

10695055 深坑國小 五 廖俊齊 江莉儀 優等

10695013 直潭國小 五 李潞 廖穎秀 優等

10695049 青潭國小 五 羅靖承 翁淑華 甲等

10695023 新和國小 五 鍾侑庭 蔡淳方 甲等

10695037 雙峰國小 五 陳雨函 張燕婷 甲等

10695026 新店國小 五 郭進騏 王其瑜 甲等

10695056 深坑國小 五 陳緯菱 何晴玉 甲等

10695058 雙城國小 五 劉衍均 黃榮郎 甲等

10695064 雲海國小 五 許晨竛 陳惠萍 甲等

10695040 雙峰國小 五 周愛源 林昆岳 佳作

10695005 中正國小 五 林宥良 謝怡娟 佳作

10695008 北新國小 五 韓秉庠 曾萱榆 佳作

10695053 深坑國小 五 黃毓庭 劉禹詩 佳作

10695022 新和國小 五 何欣霓 蔡淳方 佳作

10695010 北新國小 五 吳昀蓁 曾萱榆 佳作

10695034 康橋小學部 五   陳奕璇   李愷文 佳作

10696053 康橋小學部 六 邱敬媛 蔡婕思 特優

10696023 新和國小 六 黃筱茵 蔡淳方 特優

10696056 康橋小學部 六 林郁珊 張淯蒼 特優

10696013 大豐國小 六 張恩 張婉瑜 優等

10696017 深坑國小 六 林稼宜 宋狄熙 優等

10696024 新和國小 六 康雨萱 蔡淳方 優等

10696052 青潭國小 六 林欣頴 歐美德 甲等

10696025 新和國小 六 葉晏綾 蔡淳方 甲等

10696018 深坑國小 六 石逸心 江佩吟 甲等

10696058 達觀國中小 六 王敬妤 陳柏成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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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6008 雙峰國小 六 郝主兒 莊咸中 甲等

10696042 直潭國小 六 洪振傑 陳曉琪 甲等

10696054 康橋小學部 六 王叡寧 陳美如 佳作

10696055 康橋小學部 六 鄭順允 蔡宜驊 佳作

10696039 坪林國小 六 蔡丞琳 許佩卿 佳作

10696006 雙城國小 六 鍾喜如 廖書苹 佳作

10696026 新店國小 六 周妍芝 羅玉珠 佳作

10696012 大豐國小 六 包采妮 林君潔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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