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全市英語學藝競賽活動國小組  朗讀比賽 競賽成績 

組

別 
獎項 學校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備註 

甲

組 

特優 聖心小學 朱奕臻 
(Chu,Yi-chen) 

王柏方
(Wang,Bor-fong)  

特優 二信小學 梁永昰
(Liang,Yung-shi) 

陳玟萍
(Chen,Wen-ping)  

特優 七堵國小 蘇韋安 
(Su,Wei-an) 

廖秀雯
(Liao,Siou-wun)  

優等 信義國小 楊雨緁 
(Yang, Yu-jie) 

簡宇芃 
(Chien, Yu-peng)  

優等 建德國小 戴呈睿
(Tai,Cheng-ruei) 

王曉雯
(Wang,Hsiao-wen)  

優等 暖西國小 林廷卉
(Lin,Ting-huei) 

吳淑娟 
(Wu,Shu-jiuan)  

優等 武崙國小 游芷毓 
(Yu,Chih-yu) 

陳世玫
(Chen,Shih-mei)  

優等 深美國小 蔡雨曈 
(Tsai,Yu-tung) 

謝慈庭 
(Hsieh,Tzu-ting)  

乙

組 

特優 長樂國小 李禹萱 
(Li,Yu-Xuan) 

楊鯉瑛 
(Yang,Li-Ying)  

特優 安樂國小 黃筱彤
(Huang,Hsiao-Tung) 

吳欣如(Wu，
Sin-Ru)  

特優 尚仁國小 黃于芹
(Huang,Yu-chin) 

唐秀穎
(Tang,Hsiu-ying)  

優等 正濱國小 吳秉耘 
(Wu,Bing-yun) 

張雅惠 
(Chang, Ya-Huey)  

優等 德和國小 呂晅楷
(Lu,Hsuan-kai) 

賈蕙齊
(Chia,Hui-chi)  

優等 中興國小 蔡牧燊 
(Tsai, Mu-Shen) 

江怡琦 
(Chiang, Yi-Chi)  

優等 深澳國小 劉恩希 
(Liu, En-Hsi) 

許佩芬 
(Hsu, Pei-fen)  

優等 長興國小 古依卉 
(Ku, I-hui ) 

鹿蘋 
(Lu, Ping)  



丙

組 

特優 南榮國小 唐譽庭 
(Tong,Megan) 

林思綺 
(Lin,Szu-chi)  

特優 港西國小 池禹瑭 
(Chih,Yu-tang) 

張宛茹 
(Chang,Wan-ju)  

特優 仙洞國小 陳畇蓁 
(Chen,Yun-zhen) 

林子瑄 
(Lin,Tzu-hsuan)  

優等 八堵國小 黃勁學
(Huang,Jing-xue) 

連明偉
(Lien,Ming-wei)  

優等 復興國小 范琪紡 
(Fan,Chi-fang) 

鍾欣怡 
(Chung,Hsin-yi)  

優等 暖江國小 許欣媛 
(Hsu,Hsin-yuan) 

陳靜怡
(Chen,Ching-yi)  

優等 東光國小 陳苡臻 
(Chen,Yi-zhen) 

洪淑惠 
(Hung,Shu-hui)  

優等 瑪陵國小 于昊正 
(Yu,Hao-cheng) 

徐敏揆 
(Hsu,Min-kuei)  

 



111年度全市英語學藝競賽活動國小組  即席說圖比賽 競賽成績 

組

別 
獎項 學校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備註 

甲

組 

特優 二信小學 李濰 
(Lee,Wei) 

張凱婷
(Chang,Kai-ting)  

特優 聖心小學 侯尊堯 
(Hou,Tsum-yao) 

Madelyn Makaeran 
Silva  

特優 仁愛國小 馬宇妡 
(Ma,Yu-xin) 

魏杏如
(Wei,Hsing-ju)  

優等 七堵國小 池宇晴 
(Chih,Yu-ching) 

許梅芳 
(Hsu,Mei-fang)  

優等 八斗國小 蔡葦臻 
(Tsai, Wei-Chen) 

詹佳宜 
(Jan, Jia-yi)  

優等 信義國小 陳宥媜 
(Chen, Yu-jhen) 

廖彩妤 
(Liao, Tsai-yu)  

優等 碇內國小 李家丞 
(Li,Jia-cheng) 

詹小玲
(Chan,Hsiao 

-ling) 
 

優等 武崙國小 邱翊睿 
(Chiu,Yi-ruei) 

鄭碧觀 
(Cheng,Pi-kuan)  

佳作 東信國小 袁婕綾 
(Yuan,Chieh-ling) 

李欣玲 
(Li,Hsin-ling)  

佳作 暖西國小 楊忠鈞
(Yang,Jung-jiun0 

吳淑娟 
(Wu,Shu-jiuan)  



 

乙

組 

特優 正濱國小 陳定均 
(Chen, Ding-Jun) 

張雅惠 
(Chang, Ya-Huey)  

特優 深澳國小 楊博宇 
(Yang, Po-yu) 

李聿芸 
(Li, Yu-yun)  

特優 華興國小 盧彥暟 
(Lu,Yan-Kai) 

毛慧中 
(Mao,Hui-Chung)  

優等 長興國小 蘇榆喬 
(Su, Yu-chiao) 

鹿蘋 
( Lu, Ping)  

優等 中興國小 陳彥儒 
(Chen, Yen-ju) 

卓伯克 
(Burke Giordano)  

優等 長樂國小 陳昱晴 
(Chen,Yu-Qing) 

李翎 
(Lee,Ling)  

優等 尚仁國小 詹華真 
(Chan,Hua-chen) 

鄭詠文
(Cheng,Yung-wen)  

優等 暖暖國小 林采萱 
(Lin, Cai-xuan) 

楊穎琪 
(Yang, Ying-chi)  

佳作 成功國小 游子儀 
(You,Zi-yi) 

湯名琤
(Tang,Ming-chen)  

佳作 安樂國小 呂緹嫣 
(Lu,Ti-Yen) 

林佩怡 
(Lin,Pei-Yi)  



 

丙

組 

特優 復興國小 王衍 
(Wang,Yan) 

鍾欣怡 
(Chung,Hsin-yi)  

特優 南榮國小 簡歆穎 
(Chien,Hsin-ying) 

林思綺 
(Lin,Szu-chi)  

特優 港西國小 楊硯棠 
(Yang,Yen-tang) 

張宛茹 
(Chang,Wan-ju)  

優等 中華國小 陳佑熙 
(Chen,Yu-his) 

葛胤 
(Ian Godbout)  

優等 中正國小 張浚叡 
(Chang,Chung-jui) 

張育晏 
(Chang,Yu-yen)  

優等 和平國小 
王亮澄 
(Wang, 

Lian-cheng) 

宋嘉玲 
(Sung, 

Chia-ling) 
 

優等 隆聖國小 曾宥澄 
(Zeng,You-Cheng) 

吳姵穎
(Wu,Pei-ying)  

優等 忠孝國小 劉晏誠 
(Liu,Yen-cheng) 

簡立婷 
(Chien,L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