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師 學生 性別 班級 家長 事蹟 

李秀玉 洪緯晴 男 一年一班 洪志軍 做事負責，學習認真，樂於助人，學業優良。 

朱麗芬 黃婕茹 女 一年二班 黃家旺 勤敏好學，溫和嫻靜，有志向上，品德優良。 

鍾美玉 劉曜慶 男 一年三班 劉雲瑞 品行端正，敬師愛友。 

謝逸蕙 鐘彥斌 男 一年四班 鍾望財 學業優良，待人和氣，守規矩，是認真負責的好兒童。 

蔡秀君 謝絜安 女 一年五班 謝明儒 熱心公務，課業認真，敬業樂群。 

莊秀華 沈馨卉 女 一年六班 沈浩仁 沉靜用功，溫和有禮。 

游如芬 許永宜 男 一年七班 許睿庭 待人親切和善，處事負責盡職。 

鄭秀齡 沈毓甯 女 一年八班 沈亞錚 
擔任學藝股長認真負責，擔任閱讀小天使熱心服務，

成績優良，品行端正堪為同學的好典範。 

文麗芳 蔡妙青 女 二年一班 蔡玠鋒 課業優良，熱心服務。 

吳淑芬 鄒承祐 男 二年二班 鄒明富 熱心服務，有責任心。 

游鳳英 周立釩 男 二年三班 周信介 樂意助人，認真學習。 

李興娥 李嘉誼 女 二年四班 李文明 五育均衡發展，為人謙虛有禮。 

呂玉女 呂旻妍 女 二年五班 呂金安 認真負責，積極進取。 

陳瓊玲 古庭安 男 二年六班 古朝煥 篤實守分，做事勤敏，性情和善，熱心服務! 

林燕 林巧恩 女 二年七班 林文鋒 認真負責，品學兼優。 

蔡孟秀 戴旭恩 男 三年一班 戴明達 認真負責，努力向學，尊敬師長。 

李少貞 柯秝穎 女 三年二班 柯義祥 待人和氣，友愛同學。 

林錦 吳翊綾 女 三年三班 吳振吉 品學兼優，熱心助人，溫文有禮，細心體貼。 

廖娃柳 徐邦維 男 三年四班 徐榮棣 熱心服務，負責盡職，品學兼優。 

蘇玉文 陳品臻 女 三年五班 陳心成 做事認真負責，品學兼優。 

游美芳 羅云廷 女 三年六班 羅豐億 活潑大方，敏捷聰明。 

顏聖益 莊玉婷 女 三年七班 莊榮達 謙恭有禮，文靜好學。 

佀同傑 蔡庭毓 女 三年八班 蔡琮炫 熱心助人，主動協助班級事務，課堂表現專注。 

吳心怡 呂芳緁 女 四年一班 呂瑞明 做事認真負責，守規矩，有禮貌。 

蔡幸君 莊雅淇 女 四年二班 莊正賓 待人和氣，做事認真負責，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傅曉娟 謝佩妤 女 四年三班 謝志昇 學習認真，尊敬師長，熱心服務。 

劉建國 陳昉宜 女 四年四班 陳敬奇 品學兼優，熱心助人。 

温月梅 黃榆捷 女 四年五班 黃世交 求學積極不懈，待人和善有禮，熱心服務師友。 

劉貞育 胡孟智 男 四年六班 胡美芬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李文玲 鄭堤云 女 四年七班 鄭晉祿 做事負責盡職，求學認真，待人和氣。 

張淑喜 甘偉佑 男 四年八班 許寶彩 尊敬師長，待人和氣，循規蹈矩，做事盡責。 

蕭幀勻 陳安豊 女 五年一班 邵文琳 成績優異，熱心服務，認真負責。 



簡長國 陳威翰 男 五年二班 陳生輝 個性溫和有禮，待人和氣、品學兼優。 

胡玉婷 許家綺 女 五年三班 許濰辰 
品學兼優，多才多藝，榮獲本校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第

三名。 

黃雅鈴 謝詠傑 男 五年四班 謝進男 
熱心公務，學業認真，對於分內工作盡心盡力，團體

表現優異。 

張淑玲 許元智 男 五年五班 許宏培 

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做事認真踏實。熱心服務，常

主動幫老師、同學做事。學習態度也很認真，是個合

群守規知進取的好孩子。 

羅朝輝 陳柏丞 男 五年六班 陳信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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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雁苓 女 五年七班 孫樹弘 
學行均優認真負責，擔任班長表現優異。作文比賽第

三名。 

何傳宇 潘宣慈 女 五年八班 潘國勇 

擔任本班體育股長、作業小老師、播音室志工、合作

社志工，103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五年級國語字音字

形第二名，學業成績優異。 

李公權 張子晨 男 五年九班 張明山 熱心服務。 

陳姿綺 何敏甄 女 六年一班 鍾瑞霖 成績優異，熱心助人，做事認真負責，尊敬師長。 

賴盈倩 王聖呈 男 六年二班 王偉龍 
學習積極，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和氣，樂意為班級及

家庭服務。 

吳佩蓉 呂芯葳 女 六年三班 呂嘉鴻 友愛同學，熱心服務。 

陳玲華 黃梓瑞 男 六年四班 黃忠明 學習負責主動，積極努力達成一切工作。 

嚴茉麗 陳浥塵 女 六年五班 周靜君 品學兼優，敬業樂群。 

楊孟軒 陳玟秀 女 六年六班 陳信宏 
擔任衛生股長、排長表盡責，更是樂意幫助班上同學

的好幫手。 

黃婉如 吳汶珊 女 六年七班 吳家瑞 

語文表達能力高超，無論口說或寫作，皆有優異的表

現。在美術方面的表現也令人驚豔，不斷努力地精益

求精。品學兼優，積極進取，參加桃園市口說藝術相

聲比賽、校園作文、朗讀、繪畫、卡片競賽，皆榮獲

佳績。這麼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藝少女，為世界帶來很

多精彩，實為同學的好模範。 

徐麗華 陳世豪 男 六年八班 陳金海 熱誠和藹，友愛同學。 

游素娟 王珮倫 女 特教班 王傳宗 文靜善良，友愛同學。 

張維珊 呂羿萱 女 幼兒園 呂文濱 熱心助人，學習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