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師 學生 性別 班級 家長 事蹟 

李秀玉 何致嘉 男 一年一班 何松璟 認真學習，負責守信，樂於助人，課業優良。 

朱麗芬 王岢訢 女 一年二班 王憶帆 敬業樂群，虛心向上，處事勤敏，熱心助人。 

鍾美玉 劉虹嫻 女 一年三班 劉致圓 熱心公益，負責盡職。 

謝逸蕙 劉潔 女 一年四班 劉岳佩 
學業優良，熱心助人，友愛同學，是認真有禮貌

的好兒童。 

蔡秀君 高裕博 男 一年五班 高靖航 謙和有禮，求學認真，品學兼優。 

莊秀華 程劼恩 男 一年六班 程偉超 認真學習，溫和有禮。 

游如芬 呂若璇 女 一年七班 呂世評 待人謙恭有禮，做事認真負責。 

鄭秀齡 徐子淇 女 一年八班 徐俊良 
擔任衛生股長熱心負責，擔任小老師幫助同學，

成績優良、品行端正，堪為同學的好典範。 

文麗芳 許勝傑 男 二年一班 許志忠 學習認真，熱心助人。 

吳淑芬 鄭凱云 女 二年二班 鄭晉祿 認真負責，熱心助人。 

游鳳英 陳勝元 男 二年三班 阮美緣 熱心服務，認真負責。 

李興娥 卓妘 女 二年四班 卓俊良 專志向學，敬業樂群，熱心公務。 

呂玉女 常慧芯 女 二年五班 常光輝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 

陳瓊玲 李汶澄 男 二年六班 李仲隆 謙恭有禮，熱心服務，聰穎而知勤學，人緣佳! 

林燕 游臆紜 女 二年七班 陳雅惠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蔡孟秀 曾嘉貽 女 三年一班 曾明德 友愛同學，尊敬師長，熱愛學習。 

李少貞 許庭瑜 女 三年二班 許欣順 尊敬師長，做事認真負責。 

林錦 林秉宸 男 三年三班 林文義 溫文有禮，守規矩，富正義感，熱心幫助同學。 

廖娃柳 詹婷羽 女 三年四班 詹益潭 積極進取，負責盡職，品學兼優。 

蘇玉文 林紘宇 男 三年五班 林詠千 尊敬師長，做事認真負責。 

游美芳 張元騰 男 三年六班 張進昌 勤學上進，自愛自勵。 

顏聖益 許睿恩 男 三年七班 許裕昌 勤奮好學，待人有禮。 

佀同傑 羅苡安 女 三年八班 羅煜杰 
擔任班級幹部盡心負責，熱心幫助同學，學業成

績優異。 

吳心怡 張哲瑜 男 四班一班 張進昌 善良有禮，熱心服務，學行均優。 

蔡幸君 陳欣妤 女 四年二班 蕭莉妮 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和氣，熱心助人。 

傅曉娟 紀韋辰 男 四年三班 林美雲 做事認真負責，孝順父母，待人和氣。 

劉建國 鄭宇辰 男 四年四班 陳碧珠 品學兼優，負責盡職。 

温月梅 呂韋彤 男 四年五班 呂瑞清 
求學認真進取，體育表現優異，對待同學和氣熱

心。 

劉貞育 黃佳柔 女 四年六班 黃執中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李文玲 鄭元肇 男 四年七班 鄭貴仁 待人和氣，熱心助人，做事認真負責。 



張淑喜 馮貫禎 男 四年八班 陳明君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循規蹈矩，爭取榮譽。 

蕭幀勻 許珈禎 女 五年一班 許根火 成績優異，品格良好，才藝出眾。 

簡長國 張閔蓁 女 五年二班 張桂楠 
擔任班級幹部認真盡責，常適時關心同學，協助

同學解決困難。 

胡玉婷 王瑜楷 男 五年三班 余梅嬌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認真負責。 

黃雅鈴 盧映安 女 五年四班 盧郁青 
熱心於公益事務，時常笑容滿面，且學業認真，

積極負責，五育表現均優異。 

張淑玲 高晟崴 男 五年五班 高鈺琪 

守規有禮，成熟穩健、善解人意，熱心助人。學

習態度積極努力、動靜皆宜，課業成績優，運動

場上的表現更是亮眼，可謂文武全才。 

羅朝輝 李芸菱 女 五年六班 李明福 
品學兼優，做人謙虛有禮，做事積極負責，學習

表現優異。 

陳玉玲 李旻蓁 女 五年七班 邱明慧 成績優異志行堪嘉，閩南語演說比賽第一名 

何傳宇 宋齊峰 男 五年八班 宋天德 擔任本班風紀股長，學業成績優異。 

李公權 汪宥安 男 五年九班 汪俊峰 品學兼優。 

陳姿綺 許家瑜 女 六年一班 王淑華 
成績優異，溫和有禮，做事認真仔細，個性乖巧

孝順，龜山鄉語文競賽閩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賴盈倩 葉俊頡 男 六年二班 葉慶豐 各科表現傑出，待人和氣，做事盡責。 

吳佩蓉 黃昱棋 男 六年三班 黃憲雄 友愛同學，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陳玲華 葉旻蒨 女 六年四班 葉永傳 品格良善，孝親敬長，善友樂群。 

嚴茉麗 呂翎瑋 女 六年五班 呂文山 品學兼優，敬業樂群。 

楊孟軒 游欣儒 女 六年六班 游紹課 

參加校內外比賽成績優異，榮獲聯合盃作文大賽

初賽的第三名，是老師和同學的智多星，也是虛

心請教，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黃婉如 黃沛茵 女 六年七班 鄭文吉 

擔任班長，服務期間認真盡責、公平正義，富有

領導特質。品學兼優，積極進取，代表學校參加

躲避球比賽，榮獲佳績。保持謙虛的態度又熱心

助人，在同儕間的人緣極佳，實為好模範。 

徐麗華 高宇勝 男 六年八班 高樹仁 勤奮好學，熱心公益。 

游素娟 廖芝梃 女 特教班 廖進同 個性善良，活潑好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