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小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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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七班 邱妍妮 文麗芳 

第二名 一年六班 羅庭羽 陳瓊玲 

第二名 一年四班 王沛妤 游鳳英 

第三名 一年四班 魏浚閎 游鳳英 

第三名 一年七班 劉承憲 文麗芳 

第三名 一年二班 吳采婕 蔡幸君 

佳作 一年七班 邱子瑄 文麗芳 

佳作 一年六班 陳侑函 陳瓊玲 

佳作 一年七班 蕭美薇 文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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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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二班 王岢訢 朱麗芬 

第二名 二年七班 陳香諦 游如芬 

第二名 二年五班 石紜榛 蔡秀君 

第三名 二年四班 黃家蓁 謝逸蕙 

第三名 二年五班 王嘉辰 蔡秀君 

第三名 二年一班 章瑋珍 李秀玉 

佳作 二年五班 謝絜安 蔡秀君 

佳作 二年七班 黃僅軒 游如芬 

佳作 二年三班 劉虹嫻 鍾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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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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六班 羅致傑 吳心怡 

第二名 三年八班 張詠舜 林惠娸 

第二名 三年八班 邱妍昕 林惠娸 

第三名 三年三班 謝淯允 劉貞育 

第三名 三年五班 陳心聖 傅曉娟 

第三名 三年四班 余欣怡 李文玲 

佳作 三年一班 賴彥辰 溫月梅 

佳作 三年八班 古庭安 林惠娸 

佳作 三年七班 蘇郁媗 呂湘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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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品格教育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四年二班 蘇秝庭 賴盈倩 

第二名 四年六班 李佳祈 游美芳 

第二名 四年三班 李倢如 林  錦 

第三名 四年六班 李紫琪 游美芳 

第三名 四年八班 包蕙綸 佀同傑 

第三名 四年六班 羅云廷 游美芳 

佳作 四年四班 詹婷羽 張孟婷 

佳作 四年六班 林芳伃 游美芳 

佳作 四年七班 康依婕 顏聖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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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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三班 歐陽靚 張智琦 

第二名 五年五班 陳姿鈞 黃文瑾 

第二名 五年五班 王吟凡 黃文瑾 

第三名 五年二班 簡秋樺 黃憲雄 

第三名 五年一班 黃佳柔 林淑玲 

第三名 五年七班 龍妤如 楊孟軒 

佳作 五年二班 林紹婷 黃憲雄 

佳作 五年四班 黃榆捷 張成勇 

佳作 五年五班 林倢妤 黃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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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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七班 卓瑩 吳東壁 

第一名 六年一班 鄭宜宣 蕭幀勻 

第二名 六年六班 張雅涵 羅朝輝 

第二名 六年四班 詹依庭 黃雅鈴 

第二名 六年二班 王薆詅 簡長國 

第二名 六年二班 陳茂森 簡長國 

第三名 六年五班 高筑恩 張淑玲 

第三名 六年四班 顏劭琦 黃雅鈴 

第三名 六年五班 李芮宇 張淑玲 

第三名 六年六班 陳麗朱 羅朝輝 

第三名 六年六班 蘇妍菱 羅朝輝 

第三名 六年八班 鐘沛恩 林淑蕙 

佳作 六年四班 盧映安 黃雅鈴 

佳作 六年四班 游苡薰 黃雅鈴 

佳作 六年五班 陳浥雁 張淑玲 

佳作 六年八班 黃玫雁 林淑蕙 



佳作 六年六班 鄧琳臻 羅朝輝 

佳作 六年三班 許家綺 胡玉婷 

佳作 六年六班 李芸菱 羅朝輝 

佳作 六年四班 方  妡 黃雅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