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小 105學年度訓導處藝文競賽得獎名單 

一年級-午餐營養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一年四班 李倢安 李秀玉 

第二名 一年二班 林詩閔 游如芬 

第二名 一年六班 張瑋恩 謝逸蕙 

第三名 一年二班 洪翊溱 游如芬 

第三名 一年七班 沈筠中 李冬青 

第三名 一年二班 呂恩慈 游如芬 

佳作 一年二班 呂宸宇 游如芬 

佳作 一年七班 高沂虹 李冬青 

佳作 一年一班 陳心楷 朱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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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菸害防治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二年六班 羅庭羽 陳瓊玲 

第二名 二年七班 莊庭喻 文麗芳 

第二名 二年八班 林羽釩 吳淑芬 

第三名 二年七班 邱妍妮 文麗芳 

第三名 二年七班 陳湘翎 文麗芳 

第三名 二年六班 廖梓安 陳瓊玲 

佳作 二年五班 謝宜辰 張淑喜 

佳作 二年四班 劉芮希 游鳳英、李冬青 

佳作 二年二班 范姜心妤 蔡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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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交通安全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三年七班 王岢訢 游美芳 

第二名 三年一班 高漢育 林  錦 

第二名 三年八班 呂家妤 簡鈺芬 

第三名 三年一班 陳宏諺 林  錦 

第三名 三年一班 陳宥嘉 林  錦 

第三名 三年六班 謝旻芳 施杏枝 

佳作 三年四班 陳香諦 佀同傑 

佳作 三年二班 呂恩妤 蔡孟秀 

佳作 三年三班 林宣均 蘇玉文 

佳作 三年六班 李梓菱 施杏枝 

佳作 三年五班 張洺華 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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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品格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四年八班 陳翊溱 洪美鈴 

第二名 四年六班 羅致傑 吳心怡 

第二名 四年八班 張詠舜 洪美鈴 

第三名 四年一班 黃心怡 溫月梅 

第三名 四年四班 余欣怡 李文玲 

第三名 四年七班 常慧芯 呂湘屏 

佳作 四年二班 游臆紜 陳麗微 

佳作 四年八班 王  彤 洪美鈴 

佳作 四年五班 陳心聖 傅曉娟 

佳作 四年八班 葛亞曦 洪美鈴 

佳作 四年八班 李孟婕 洪美鈴 

佳作 四年一班 詹翌慧 溫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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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愛滋病防治及性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五年八班 李倢如 嚴茉麗 

第二名 五年三班 蘇秝庭 簡長國 

第二名 五年四班 林彥彤 周玟伶 

第三名 五年六班 詹婷羽 賴盈倩 

第三名 五年八班 黃怡仁 嚴茉麗 

第三名 五年四班 王昱婷 周玟伶 

佳作 五年八班 劉冠妤 嚴茉麗 

佳作 五年八班 許庭瑜 嚴茉麗 

佳作 五年四班 翁佩慈 周玟伶 

佳作 五年三班 李芸靚 簡長國 

佳作 五年三班 李紫琪 簡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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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節能減碳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六年五班 呂晨華 林益秀 

第二名 六年三班 歐陽靚 張智琦 

第二名 六年四班 蘇妍婷 陳智能 

第三名 六年五班 林倢妤 林益秀 

第三名 六年八班 陳玉潔 陳玲華 

第三名 六年五班 林廷哲 林益秀 

佳作 六年四班 黃榆捷 陳智能 

佳作 六年七班 王詩泯 楊孟軒 

佳作 六年二班 林容伃 黃憲雄 

佳作 六年五班 陳姿鈞 林益秀 

佳作 六年二班 林采妮 黃憲雄 

佳作 六年四班 謝景緯 陳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