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龜山國小 103年度校模範兒童 

班級 學生 導師 事蹟 感言 

一年一班 許勝傑 文麗芳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謝謝大家投票給我，讓我當選校模範

生，我會為大家服務，做老師的小幫手，

當大家的模範。 

一年二班 陳昱臺 吳淑芬 
擔任副班長，熱心服

務，有責任心。 

我是一年二班陳昱臺，謝謝老師的栽培

及同學們的厚愛，我很高興能被選上模

範生，我會更加努力做好自己，謝謝大

家。 

一年三班 陳勝元 游鳳英 擔任班長負責盡職  太開心了 

一年四班 謝佳洋 李興娥 
循規蹈矩.做事負

責.待人和氣. 

謝謝大家選我,下學期我會更加努力表

現. 

一年五班 翁韻涵 呂玉女 成績優良 熱心公務 
感謝老師和 同學對我的勵我會更努力

讀書謝謝大家  

一年六班 佘政顥 陳瓊玲 

沉靜認真,敬業樂

群,合群守法,負責

盡職. 

謝謝同學的支持,我會努力做好該做的

事,並且幫助大家! 

一年七班 游臆紜 林燕 品學兼優 認真負責 
謝謝同學投票給臆紜 ,自己會更努力,

也會盡力為同學服務.謝謝大家! 

二年一班 林彥彤 莊秀華 沉靜用功 個性溫和 
當選校模範生，心裡好開心，我要回家

跟爸媽說，他們一定很開心。 

二年二班 莊玉婷 蔡孟秀 
孝順 文靜 尊敬師

長 

我被選上模範生很開心,謝謝大家選我,

我會努力做得更好的 

二年三班 王芊瑀 李秀玉 
熱心助人 遵守本分 

尊敬師長 課業認真 

感謝同學的支持 我會更努力盡我的力

量幫助同學 

二年四班 張庭昌 鍾美玉 熱心公益、學習認真 
謝謝師長指導我，讓我當選模範生，我

不能驕傲，要做謙虛努力的學生。 

二年五班 許庭瑜 游如芬 尊師敬友,品學兼優 
我很開心,因為我當上了校模範生.以後

我要好好地做個好榜樣. 

二年六班 呂嘉淇 蔡秀君 
處事勤敏，認真負

責，品學兼優。 

能獲選為模範生，讓我又開心又驚訝！

同時也感謝同學的支持。 

二年七班 鄭宜睿 朱麗芬 
品學兼優 ,敬業樂

群,尊師敬友 

謝謝大家投票給我,讓我當選校模範生,

以後我會更加努力,謝謝! 

二年八班 李貝怡 謝逸蕙 
品行優良，熱心助

人，學業優良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會繼續做我應該做

的事，保持良好行為。 

三年一班 呂晨華 吳心怡 
待人親切，做事認真

負責。 

謝謝大家的支持，讓我有機會當選模範

生，我會更加努力的。 



三年二班 歐陽靓 蔡幸君 
熱心服務.待人誠懇

有禮 

然以前沒有當過模範生,但是這次當選

我很開心 

三年三班 紀韋辰 傅曉娟 待人和氣 熱心服務 
很高興能當上模範生,謝謝老師平日的

照顧與教導,我會認真讀書! 

三年四班 鄭宇辰 劉建國 
認真負責，熱心助

人，為全班楷模。 

感謝全班對我的支持與愛護，我將會以

更好的表現，回報大家對我的肯定。 

三年五班 陳昉青 温月梅 
品學優良,熱心助

人,樂於閱讀 

感謝同學的支持,讓我可以當上校模範

生,我會盡力做好份內事,並且幫助同

學,協助老師. 

三年六班 潘語婕 劉貞育 熱心助人服務班級 
我覺得幫助同學是一種很好又開心的事

情,謝謝同學讓我當選校模範生 

三年七班 林圻泉 李文玲 熱心服務,尊敬師長 
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我會繼續充實自

己的能力,為同學服務. 

三年八班 馮貫禎 張淑喜 
品學兼優，做事盡

責。 

謝謝大家投我一票，我會繼續努力，祝

大家新年快樂。 

四年一班 游品堯 佀同傑 

活潑好學，善於表

演，能主動協助班級

事務，足以為他人楷

模。 

感謝大家讓我有機會當選校模範生，我

會繼續在各方面努力，並協助班上的各

項事務。 

四年二班 陳柏杉 廖娃柳 
有上進心，努力不

懈，熱心助人。 

很開心能當上模範生，謝謝大家的支

持，我會更努力。 

四年三班 陳玟璇 陳麗微 
懂事有禮,勤勉進

取,品學兼優. 

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與肯定,我一定不

會辜負大家的期望,做個好模範的. 

四年四班 蔡雨姍 李少貞 
循規蹈矩 學業優良 

尊敬師長 做事負責 

我要謝謝大家的支持，我一定會好好加

油的，繼續為班上努力做個好榜樣 

四年五班 王明恩 蘇玉文 學習認真 做事負責 
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我會繼續努力

的。 

四年六班 劉陶諾 李公權 急公好義，熱心助人 
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我會繼續盡量

幫助同學! 

四年七班 卓瑩 游美芳 

富進取心，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表現良

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我才有今天的

成績，希望同學們都有機會當模範生。 

四年八班 施昕妤 顏聖益 熱心負責 品學均優 
感謝同學選我當班級模範生，除了努力

用功外，我也會繼續為班上服務的。 

五年一班 蘇玟予 陳姿綺 學習總成績優異 

感謝同學投票給我當上校模範生，我很

感謝。同學對我的支持，我一定會好好

努力的！ 

五年二班 李靜宜 賴盈倩 熱心助人、積極上進 
感謝同學和老師的支持與肯定，很榮幸

可以當選，我會繼續努力下去的。 



五年三班 黃昱棋 吳佩蓉 
身為班長盡責服

務，愛護同學 

感謝班上同學的支持，我會努力加油，

做好榜樣。 

五年四班 葉旻蒨 陳玲華 
高年級組英語演說

比賽第二名 

謝謝班上的人支持我讓我當上校模範生

我會好好的表現當大家的好榜樣 

五年五班 謝沛蓉 劉欣蕙 

品行優異，課業用

心，做事認真，待人

和善有禮。 

謝謝大家的愛戴，選我當校模範生，我

會努力當一個有禮貌品學兼優的好學

生。 

五年六班 游欣儒 楊孟軒 五年六班衛生股長 
謝謝老師和同學對我的鼓勵和肯定，我

一定會更努力，更上一層樓的。 

五年七班 黃沛茵 黃婉如 

擔任本班班長，富有

領導能力。也擁有寫

作的天賦，能填歌

詞、善作詩，是顆未

來的文學家之星。 

我第一次當校模範生,我要感謝同學把

寶貴的票投給我,謝謝大家! 

五年八班 高宇勝 徐麗華 友愛同學 誠懇篤實 
謝謝大家讓我當上校模範生，我會把校

模範生做好，當大家的好榜樣。 

六年一班 李庭慈 鄭秀齡 

1.擔任風紀 2.國語

字音字形比賽第三

名 

謝謝老師和同學的支持，希望我以後有

機會為大家服務，謝謝大家！ 

六年二班 饒芝綺 簡長國 

上課非常用心，與同

學相處融洽、品學兼

優。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擔任六年二班的校模

範生，我會努力上進、積極進取，希望

可以成為人見人愛的好學生。 

六年三班 魏若芸 張智琦 
樂觀開朗，認真負

責，熱心助人。 

謝謝大家選我微笑模範生，我很高興大

家願意把神聖的一票投給我，我會加油

的！ 

六年四班 李霈茹 黃憲雄 

擔任自治幹部認真

負責、孝順父母、尊

敬師長、友愛同學。 

感謝師長的教誨、爸媽無盡的愛、同學

的支持，我將更用心。 

六年五班 高晟涵 羅朝輝 

敦品勵學,循規蹈

矩,田徑高手,品學

兼優 

謝謝大家的肯定,感謝父母親的照顧養

育之恩,也感謝師長們的諄諄教誨. 

六年六班 羅峻楓 黃惠琪 
當過副班長和糾察

隊 

我非常感謝大家能夠讓我當上校模範

生,我一定會很努力決不會辜負大家 

六年七班 林懿真 張淑玲 

勤學進取，學習態度

堪為同學表率，任勞

任怨，贏得同學們的

稱讚。 

我會好好的表現，謝謝同學能給我這次

機會當模範生，我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六年八班 鍾嘉峻 李依蘋 成績優異 感謝大家投票支持我，我會繼續努力！ 

六年九班 吳明原 張崇濱 品學兼優.運動方面 同學謝謝您們.我會繼續加油 



表現優良 

幼兒園 林庭宇 張維珊 學習態度積極 
我很高興能夠當選模範生，以後我會更

努力。 

特教班 陳竹筠 蕭幀勻 上課認真 表現良好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