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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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奕臻 
(Chu,Yi-chen) 

王柏方 
(Wang,Bor-fong)  

特優 暖西 林廷芸 
(Lin,Ting-yun) 

吳淑娟 
(Wu,Shu-jiuan)  

特優 七堵 吳欣芯 
(Wu,Sin-sin) 

吳沄宣 
(Wu,Yun-xuan)  

優等 二信 陳宥霖 
(Chen,You-lin) 

陳玟萍 
(Chen,Wen-ping)  

優等 仁愛 阮立晴 
(Juan,Li-ching) 

葉奕妏 
(Yeh,I-wen)  

優等 碇內 莊恩綺 
(Zhuang,En-qi) 

陳思蓓 
(Chen,Szu-pei)  

優等 五堵 吳柏辰 
(Wu,Bo-chen) 

蔡燕如 
(Tsai,Yen-ju)  

優等 東信 翁廣丞
(Weng,Kuang-cheng) 

陳曾文
(Chen,Tseng-wen)  

乙
組 

特優 尚仁 戴奕緹 
(Tai,I-ti) 

唐秀穎 
(Tang,Hsiu-ying)  

特優 安樂 黃芷妍
(Huang,Chih-yen) 

林佩怡 
(Lin,Pei-yi)  

特優 德和 曾郁霖 
(Zeng,Yu-lin) 

賈蕙齊 
(Chia,Hui-chi)  

優等 深澳 楊博宇 
(Yang,Po-yu) 

陳昭蓉 
(Chen,Chao-jung)  

優等 中興 薛丞皓
(Hsueh,Cheng-hao) 

江怡琦 
(Chiang,Yi-chi)  

優等 華興 郭于豪 
( Kuo, Yi-hao  ) 

毛慧中 
( Mao, Hui-chung )  

優等 西定 沙永愛 
(Sa,Yong-ai) 

邱昌民
(Chiu,Chang-min)  

優等 長樂 高捷曜 
(Gao,Jie-yao) 

楊鯉瑛 
(Yang,Li-ying)  



丙
組 

特優 南榮 唐譽庭 
(Tong,Megan) 

林思綺 
(Lin,Szu-chi)  

特優 仙洞 陳畇蓁 
(Chen, Yun -zhen) 

詹瑋湘 
(Chan, Wei- hsiang)  

特優 中華 周家禾 
(Chou, Chia-he) 

黃詩涵 
(Huang, Shih-han)  

優等 暖江 許欣媛 
(Xu, Xin-yuan) 

王怡文 
(Wang, Yi-wen)  

優等 瑪陵 林芷廷 
(Lin,Zhi-ting) 

徐敏揆 
(Hsu,Min-kuei)  

優等 港西 楊硯棠 
(Yang,Yen-tang) 

韓享竹
(Han,Hsiang-chu)  

優等 中正 吳沂庭 
(Wu,Yi-ting) 

董又菁 
(Tung,Yu-ching)  

優等 隆聖 崔有為 
(Tsui,Yu-wei) 

宋馥妘 
(Song,Fu-yun)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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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崙 杜俐安
(Dube,Shante) 

李家珍 
(Lee,Chia-chen)  

特優 二信 郭軒喬 
(Guo,Xuan-qiao) 

蔡子儀 
(Tsai,Tzu-yi)  

特優 七堵 張語芩 
(Chang,Yu-chin) 

廖秀雯 
(Liao,Siou-wun)  

優等 信義 陳宥媜 
(CHEN YU-JHEN) 

謝侑育 
(HSIEH YU-YU)  

優等 聖心 

羅康綝 
(Lo Manzoni 

Chiang,Sophia 
Sufan) 

Madelyn Makaeran 
Silva  

優等 碇內 周沚褕 
(Zhou,Zhi-yu) 

詹小玲
(Chan,Hsiao-ling)  

優等 暖西 吳宥葳 
(Wu,You-wei) 

吳淑娟 
(Wu,Shu-jiuan)  

優等 八斗 曹宇承 
(Taso,Yu-cheng) 

詹佳宜 
(Jan,Jia-yi)  

乙
組 

特優 華興 凌翊軒 
( Ling, Yi-hsuan ) 

胡肇湘 
( Hu, Chao-hsiang )  

特優 安樂 呂紫涵 
(Lu,Tzu-han) 

鄭碧觀 
(Cheng,Pi-kuan)  

特優 長樂 廖思婷 
(Liao,Sih-ting) 

李翎 
(Lee,Ling)  

優等 成功 王崇亦
(Wang,Chong-yi) Cody Byassee  

優等 堵南 胡育嘉 
(Hu,Yu-chia) 

吳幸祝 
(Wu,Hsin-chu)  

優等 暖暖 白欣諾 
(Pai, Hsin-no) 

謝欣樺 
(Hsieh, Hsin-hua)  

優等 長興 辜梓峻 
(Ku,Tsu-chun) 

鹿蘋 
(Ping Lu)  

優等 正濱 陳定均 
(Chen, Ting-chun) 

張雅惠 
(Chang, Ya-huey)  



丙
組 

特優 瑪陵 
杜在恩 

(Lucas Cheng 
Theunissen) 

徐敏揆 
(Hsu,Min-kuei)  

特優 復興 王衍 
(Wang,Yan) 

李曉蘋 
(Li,Hsiao-ping)  

特優 港西 黃宥鈞 
(Huang,Yu-chun) 

韓享竹
(Han,Hsiang-chu)  

優等 中華 洪靖軒
(Hung,Ching-hsuan) 

葛胤(Ian Godbout)  

優等 暖江 石兆妍 
(Shi, Zhoa-yan) 

王怡文 
(Wang, Yi-wen)  

優等 和平 王亮澄 
(Wang, Lian-heng) 

宋嘉玲 
(Sung, Chia-ling)  

優等 忠孝 陳宥澂 
(Chen,You-cheng) 

朱瓊如
(Chu,Chiung-ju)  

優等 東光 方彥杰 
(Fang,Yan-jie) 

洪淑惠 
(Hong,Shu-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