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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生 導師 事蹟 感言 

一年一班 黃心怡 文麗芳 謙恭有禮‧熱心服務 
謝謝同學選我當模範生，也謝謝老師

把我教得更懂事，我會繼續努力。 

一年二班 林妤宣 吳淑芬 
擔任班長，認真負責，

有責任感。 

大家好，我是林妤宣，很高興老師對

我的肯定，我會做好老師交代我的

事，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待。 

一年三班 陳芷涓 游鳳英 認真負責 合群有禮 開心 

一年四班 何苡溱 李興娥 
成績優異 和氣有禮 

熱心助人 

感謝大家投票選我 我一定會表現得

愈來愈棒. 不讓大家失望. 

一年五班 常慧芯 呂玉女 品學兼優 有領導力 
謝謝老師和父母的指導也謝謝同學

的支持 

一年六班 羅致傑 陳瓊玲 
謙恭有禮,樂觀進取,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謝謝大家的肯定與愛護,謝謝老師的

教導與鼓勵,謝謝父母的栽培與照

顧! 

一年七班 王澤維 林燕 品學兼優 服務熱心 
謝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選我當模範

生,我會好好努力,表現越來越進步! 

二年一班 吳翊綾 莊秀華 
溫和熱於助人 擔任班

長認真負責 

謝謝各位同學的支持和鼓勵，以後我

會更努力為大家服務。 

二年二班 王俊堯 蔡孟秀 尊敬師長 友愛同學 
謝謝大家投票給我,我會繼續努力加

油的 

二年三班 林芳伃 李秀玉 
課業認真 真心待人 

尊敬師長 友愛同學 

謝謝同學對我的愛護 我會更努力學

習 同學有需要我的幫助 我一定全

力以赴 

二年四班 黃丞樞 鍾美玉 聰穎積極、待人和氣 
我要謝謝老師及爸媽教導我成為模

範生，我不會因此鬆懈會繼續努力。 

二年五班 蔡庭毓 游如芬 熱心助人,待人和善 

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我覺得很開

心.我以後會好好表現,當大家的模

範. 

二年六班 林秉宸 蔡秀君 
守規勤學，尊敬師友，

處事認真負責。 

謝謝大家投我一 票，我會努力為大

家服務。 

二年七班 鐘思妤 朱麗芬 
品學兼優,求學認真,

尊師敬友 

謝謝大家投票給我,讓我當選鄉模範

生,以後我會更加努力,謝謝! 

二年八班 羅苡安 謝逸蕙 
熱心助人，管理有方，

品格優良，成績優異 

我要謝謝同學投票給我，也謝謝奶奶

和爸爸媽媽的扶養與教導，希望以後

都能成為同學的模範。 

三年一班 黃品樺 吳心怡 熱心助人，是品學兼優 當選模範生對我來說是個美好的經



的孩子。 驗，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 

三年二班 龍妤如 蔡幸君 
謙恭有禮.熱心助人.

服務盡責 

謝謝大家投我一票,讓我當選鄉模範

生,我很開心,因為我是我第一次當

模範生 

三年三班 陳姿鈞 傅曉娟 
做事認真負責 尊敬師

長 

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我會好好做

大家的榜樣! 

三年四班 楊佩宸 劉建國 
品學兼優，敬愛師長，

友愛同。學 

謝謝大家的支持，很高興當選模範

生，感謝同學的鼓勵讓我信心滿滿。 

三年五班 許淇玟 温月梅 
品學優良,熱心班務,

勤學不倦 

感謝大家支持,讓我當上模範生,我

會更加努力,做大家的好榜樣! 

三年六班 連翊茹 劉貞育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我覺得幫助同學自己也會很開心,因

為幫助同學會讓自己有更多朋友.謝

謝同學讓我當選鄉模範生 

三年七班 張耕碩  李文玲 
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和

氣,品學兼優 

感謝同學對我的支持和肯定,我會繼

續保持好的表現. 

三年八班 李瑋倫 張淑喜 熱心服務，成績優異。 
我很感謝那些支持我的同學，把寶貴

的一票投給我，讓我能當上模範生。 

四年一班 林鴻斌 佀同傑 

做事盡心負責，學習專

注認真，樂於幫助他

人，足以為他人楷模。 

很感謝同學及老師讓我有機會當選

鄉模範，我會繼續努力做好我份內的

事。 

四年二班 張智翔 廖娃柳 
認真負責，熱心服務，

和同學和睦相處 

能當上鄉模範生是很大的榮譽,我要

更努力表現,當同學的模範. 

四年三班 陳貴泓 陳麗微 
謙虛有禮 勤勉進取 

品學兼優 

很榮幸能當選鄉模範生,謝謝大家的

支持和照顧.我會努力讓自己更好

的. 

四年四班 呂佳柔 李少貞 
勤學守規 熱心服務 

待人和善 做事負責 

非常感謝同學們的支持，我會好好的

努力為大家服務 

四年五班 許家綺 蘇玉文 認真負責 品學兼優 
謝謝家人和師長的教導，也感謝同學

的支持，我會更努力的。 

四年六班 李芸菱 李公權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 能得到同學們的支持，非常感謝! 

四年七班 孫雁苓 游美芳 
學習態度認真，熱心班

級事務。 

謝謝大家選我當模範生，我會繼續努

力，成為大家的好榜樣。 

四年八班 黃閔暄 顏聖益 熱心服務 平易近人 

謝謝同學支持我，讓我有機會當選鄉

模範生，我會更努力認真，做好榜

樣。 

五年一班 蘇君卉 陳姿綺 

(1)桃園縣鋼琴比賽佳

作(2)學習總成績優異

(3)暑假作業表現優良 

感謝同學的支持，讓我當上鄉模範

生，我會繼續努力，好好的表現，不

讓大家失望！ 



五年二班 蕭羽愛 賴盈倩 認真向上、熱心助人 
感謝父母和老師的教導及鼓勵，也謝

謝同學們的支持與肯定才能當選。 

五年三班 李岑旭 吳佩蓉 友愛同學，熱心公務 

感謝班上同學的支持，我會努力加

油，我會好好當位模範生，不辜負大

家的期望。 

五年四班 顏文萱 陳玲華 
龜山鄉語文競賽國語

字音字形第二名 

謝謝老師給我機會,謝謝同學的支

持,我會繼續努力,做個熱心服務,認

真學習的好學生. 

五年五班 呂翎瑋 劉欣蕙 
待人有禮貌，課業認真

上進，做事用心負責 

謝謝大家的鼓勵，感謝老師的指導，

讓我成為品格良好.有禮貌的好學

生。 

五年六班 傅連綺 楊孟軒 五年六班班長 

感謝各位同學的支持與鼓勵，讓我當

選鄉模範生，今後我會加倍努力繼續

保持下去。 

五年七班 羅羽紘 黃婉如 

該生學業突出，又富有

愛心，時常自願教導功

課落後的同學。口才一

級棒，代表學校參加英

語演說比賽，是同學們

的好模範！ 

謝謝大家讓我有這個機會當鄉模範

生,我一定會繼續加油的! 

五年八班 宋翊翔 徐麗華 熱誠和藹 品行端正 
謝謝大家讓我當上鄉模範生，我很開

心。我會多幫助同學服務大家。 

六年一班 羅秉灝 鄭秀齡 

1.擔任風紀 2.演講比

賽第二名 3.作文比賽

第三名 

謝謝同學們的支持，我一定會盡我的

全力當個好模範生的。 

六年二班 史昭予 簡長國 

服務低年級學 生，是

低年級學生心中的好

哥哥。 

謝謝大家把你們神聖的一票投給

我，我以後一定會更努力的。 

六年三班 盧人瑛 張智琦 熱心助人，品學兼優！ 

謝謝大家願意把你們神聖的一票投

給我，我會好好努力成為大家的榜

樣。 

六年四班 李彥霆 黃憲雄 
品學兼優、為校爭光、

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感謝師長的指導、同學的支持，我將

更努力。 

六年五班 黃萱尹 羅朝輝 

敦品勵學,循規蹈矩,

敏而好學,繪畫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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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少彤 黃惠琪 
參加校內作文競賽表

現優異，獲得嘉獎。 

很高興能擔任此次的鄉模範生，我會

發揚正面積極的態度來循序漸進的

影響同學，帶領六年六班邁向更 



六年七班 簡苡安 張淑玲 

勤奮努力，品學兼優，

盡職盡責，友愛同學，

關心班級事務。 

謉謝老師和同學對我有信心，讓我能

當選鄉模範生，我一定會更加努力。 

六年八班 林敬焜 李依蘋 成績優異、合群助人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會表現更好！ 

六年九班 李訓權 張崇濱 品學兼優 任勞任怨 謝謝同學的支持.我會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