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小 105年度區模範兒童名單 

導師 學生 性別 班級 家長 事蹟 

李興娥 黃悅和 男 一年一班 黃文全 敬業樂群，處事負責認真。 

蔡幸君 黃馨玄 女 一年二班 黃執泰 做事認真負責、熱心助人。 

林燕 楊瑄伶 女 一年三班 楊明恭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 

游鳳英 沈筠心 女 一年四班 沈威剛 熱心負責，認真學習。 

張淑喜 楊雅淨 女 一年五班 楊文慶 品學兼優，做事盡責，尊師敬友，積極進取。 

陳瓊玲 羅庭羽 女 一年六班 羅朝輝 
熱誠和藹，活潑進取，常常主動幫助同學，很得

同學喜愛。 

文麗芳 劉承憲 男 一年七班 劉雲瑞 尊敬師長，熱心服務。 

吳淑芬 林羽釩 女 一年八班 林聖傑 認真負責，有責任心。 

李秀玉 蘇鈺雲 女 二年一班 蘇志忠 成績優良，待人和善，認真負責，做事仔細。 

朱麗芬 謝謹涵 女 二年二班 謝哲仁 活潑大方，處事勤敏，負責盡職，熱心助人。 

鍾美玉 呂家妤 女 二年三班 呂木生 學性均佳，熱心助人，積極樂觀，尊師敬友。 

謝逸蕙 閻莉庭 女 二年四班 閻冠州 
學業優異，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和善又能熱心助

人，是品學兼優的好兒童。 

蔡秀君 林妍庭 女 二年五班 林聖傑 守規勤學、敬業樂群。 

莊秀華 程詰恩 男 二年六班 程偉超  認真向學，溫和有禮。 

游如芬 陳香諦 女 二年七班 陳鈺鈴 尊敬師長,熱心服務 

吳佩蓉 游允晏 男 二年八班 游金輝 認真負責，愛護同學，彬彬有禮。 

溫月梅 黃喬翎 女 三年一班 黃永漳 學習認真，有領導力，熱心助人。 

陳麗微 熊苡寧 女 三年二班 熊勤耘 處事認真，敬師樂群，學品優秀。 

劉貞育 李汶澄 男 三年三班 李仲隆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 

李文玲 林妤宣 女 三年四班 林志遠 待人和氣，熱心助人，學行表現優秀。 

傅曉娟 簡慈萱 女 三年五班 簡文廷 誠懇有禮，認真負責。 

吳心怡 卓妘 女 三年六班 卓俊良 品學兼優，熱心善良。 

呂湘屏 佘政顥 男 三年七班 佘仲樸 品學兼優，熱心助人。 

林惠娸 張詠舜 男 三年八班 張文祥 
做事認真負責，時常協助師長與同學，是個品學

兼優的好孩子 

蔡孟秀 吳翊甄 女 四年一班 吳振吉 友愛同學，彬彬有禮。 

賴盈倩 陳思瑋 男 四年二班 陳介峰 熱心助人，待人和氣，做事盡責。 

林錦 林彥彤 女 四年三班 林偉強 品學兼優，循規蹈矩，待人和氣，尊敬師長。 

張孟婷 張庭昌 男 四年四班 張永宗 品學兼優，熱心服務，待人接物謙和有禮。 

蘇玉文 毛柏勛 男 四年五班 毛孝慈 勤學有禮、熱心負責、品學兼優。 



游美芳 邱傳程 男 四年六班 邱盛賢 主動學習、樂觀進取。 

顏聖益 莊玉婷 女 四年七班 莊榮達 恭敬有禮,熱心服務,品學均優。 

佀同傑 羅苡安 女 四年八班 羅煜杰 
課業學習積極努力，對待同學謙恭有禮，學行均

優。 

林淑玲 陳濰承 男 五年一班 蔡偉萍 有領導力、做事主動負責任。 

黃憲雄 許淇玟 女 五年二班 許志忠 品學兼優，友愛同學，服務熱心。 

張智琦 陳珮妤 女 五年三班 陳興邦 

1.擔任衛生股長認真負責。 

2.擔任副班長認真負責。 

3.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4.104學年度校語文競賽五年級組國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張成勇 莊雅淇 女 五年四班 莊正賓 品學優良，認真負責。 

林益秀 呂晨華 男 五年五班 呂木生 
尊敬師長，待人和氣，做事認真，參加語文競賽

為班上爭取榮譽。 

劉建國 馮貫禎 男 五年六班 陳明君 
品學均優，負責盡職，友愛同學，熱心幫助同學，

為全班學習典範。 

楊孟軒 簡茂哲 男 五年七班 簡文廷 
五年七班班長，做事細心盡責，深得同學和各科

老師讚賞。 

陳玲華 呂韋彤 男 五年八班 呂瑞清 勤奮好學，友愛同學，熱心助人。 

徐麗華 鄭元肇 男 五年九班 鄭貴仁 敦品勵學，聰穎勤敏。 

蕭幀勻 張芮逢 男 六年一班 張佑任 品學兼優，正義感十足 ，心地善良。 

簡長國 陳茂森 男 六年二班 陳荐鴻 多才多藝，懂得自我要求，是大家的好模範。 

胡玉婷 呂佳柔 女 六年三班 呂學義 
榮獲 104年桃園市語文競賽客語朗讀比賽第二

名，文武雙全，品學兼優。 

黃雅鈴 游苡薰 女 六年四班 游金輝 

認真精進，五育兼優，學習方面積極認真，熱心

公務並樂於助人，積極參加各項藝文競賽為班級

贏得許多榮譽。 

張淑玲 許元智 男 六年五班 許宏培 

行為正直，待人有禮，俱領袖風範，做事認真負

責。當學校自治幹部，又當班長，處處以身作則，

讓同學心服口服;為同學服務，盡心盡力，毫無怨

言，精神可嘉。 

羅朝輝 陳柏杉 男 六年六班 
陳明全 

林慈恩 

品學兼優，擔任副班長負責盡職，服務熱心，表

現優異。 

陳玉玲 孫雁苓 女 六年七班 孫樹弘 
品學兼優，熱心助人，七大領域表現傑出，參加

學校直笛隊表現優異，足為班級楷模。 

何傳宇 蔡雨姍 女 六年八班 蔡光榮 

1.曾擔任班長、風紀股長，熱心班級事務。 

2.五年級榮獲校內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三名。 

3.擔任保健室志工，熱心服務本校同學。 



李公權 楊哲嘉 男 六年九班 楊光烈 品學兼優，參加本校少棒隊表現傑出。 

游素娟 謝智遠 男 特教班 謝文凱 學習認真、友愛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