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小 105年度校模範兒童名單 

導師 學生 性別 班級 家長 事蹟 

張薇庭 林筠知 女 幼兒園 林子揚 學習態度佳。 

李興娥 蘇宥艗 男 一年一班 蘇文林 負責盡職，主動幫助同學。 

蔡幸君 簡嘉妡 女 一年二班 簡鴻文 做事認真負責，熱心助人。 

林燕 陳詠蓁 女 一年三班 陳文揚 待人和氣，做事認真負責。 

游鳳英 王沛妤 女 一年四班 王耀宗 認真學習，樂於助人。 

張淑喜 熊韡宸 女 一年五班 熊勤耘 積極努力，熱心助人，做事認真，尊師敬友。 

陳瓊玲 黃承壎 男 一年六班 葉永傳 熱心服務，守規認真，處事勤敏，待人和善。 

文麗芳 李柏叡 男 一年七班 李寶芳 謙恭有禮，友愛同學。 

吳淑芬 黃緗語 女 一年八班 黃大峯 認真負責，熱心助人。 

李秀玉 柯芷妍 女 二年一班 柯承奇 學業優異，樂於助人，認真負責，待人有禮。 

朱麗芬 黃信文 男 二年二班 黃振盛 敬業樂群，富進取心，處事勤敏，品德優良。 

鍾美玉 曾旭苗 女 二年三班 曾繁泓 與人為善，積極服務，奮發向上，學業優良。 

謝逸蕙 陳昱慈 女 二年四班 陳立言 
課業優異、乖巧有禮貌，平時會熱心幫助同學，也努

力為班上爭取榮譽。 

蔡秀君 蘇宥勳 男 二年五班 蘇文林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莊秀華 何欣霖 女 二年六班 何文豪 認真向學，溫和有禮。 

游如芬 黃僅軒 女 二年七班 莊坤霖 尊敬師長，熱心服務。 

吳佩蓉 游苡芮 女 二年八班 游金輝 懂事乖巧，友愛同學，認真負責。 

溫月梅 趙子誠 男 三年一班 趙振乾 熱心服務，學習認真，待人和善。 

陳麗微 游嘉安 女 三年二班 游生金 敬師樂群，處事認真，熱心服務。 

劉貞育 楊皓宇 男 三年三班 楊財明 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李文玲 蔡妙青 女 三年四班 蔡玠鋒 做事認真，熱心服務，學行表現優異。 

傅曉娟 羅世育 男 三年五班 林宜欣 友愛同學，熱心服務。 

吳心怡 王澤維 男 三年六班 王耀宗 學業成績優良，熱心公務。 

呂湘屏 何苡溱 女 三年七班 何福群 品學兼優，熱心助人。 

林惠娸 呂旻姸 女 三年八班 呂金安 
擔任班長期間，做事認真負責，又能時常幫助同學，

是個品學兼優的乖寶寶。 

蔡孟秀 陳靜儒 女 四年一班 陳敬翰 尊敬師長，謙恭有禮。 

賴盈倩 許庭瑜 女 四年二班 許欣順 擔任班長認真盡責，品學兼優，待人和氣，樂於助人。 

林錦 陳妤瑄 女 四年三班 陳志賢 認真負責，溫和有禮，熱心助人，尊敬師長。 

張孟婷 徐邦維 男 四年四班 徐榮棣 品學兼優，文武雙全，待人謙和有禮。 

蘇玉文 林紘宇 男 四年五班 林詠千 虛心學習，熱心助人，做事認真負責。 



游美芳 徐可庭 女 四年六班 徐國傑 誠懇坦率、富有創造力。 

顏聖益 楊運璿 男 四年七班 楊家承 處事勤敏，活潑機伶，品學兼優。 

佀同傑 蔡庭毓 女 四年八班 蔡琮炫 
熱心幫助別人，積極參與班級事務，體育競賽表現優

異。 

林淑玲 饒詠琳 女 五年一班 饒啟明 學習積極，善於美工且熱心助人。 

黃憲雄 林煜唐 男 五年二班 林佑鍾 守規蹈矩，友愛同學，服務熱心。 

張智琦 李振名 男 五年三班 李孫成 擔任班級幹部(副班長)認真負責，學業表現優異。 

張成勇 鄭堤云 女 五年四班 鄭晉祿 品學優良，服務熱心。 

林益秀 陳姿鈞 女 五年五班 陳永豐 
課業認真，尊敬師長，待人和氣，參加藝文競賽為班

級爭取榮譽。 

劉建國 邱筠淨 女 五年六班 邱子銓 
活潑積極樂觀學習，負責盡職熱心服務，為全班學習

楷模。 

楊孟軒 張哲瑜 男 五年七班 張進昌 
環保小尖兵，做事認真負責，也默默為班上付出而不

求回報。 

陳玲華 楊昌澍 男 五年八班 楊立勤 守規好學，友愛同學，熱心公務。 

徐麗華 陳震承 男 五年九班 陳宗世 勤學守規，誠懇樸實。 

蕭幀勻 鄭丞鈦 男 六年一班 鄭傑之 品學兼優，文武雙全。 

簡長國 張閔蓁 女 六年二班 張桂楠 做事循規蹈矩，努力求學，心地善良。 

胡玉婷 許家綺 女 六年三班 許濰辰 擔任班長、學校糾察隊熱心服務，品學兼優 

黃雅鈴 徐嘉宏 男 六年四班 徐兆隆 
在校負責認真，熱心公務，在校樂於助人，並能尊敬

師長，幫助同學，在班上贏得優異人緣。 

張淑玲 李芮宇 女 六年五班 李張明 

乖巧有禮，有一顆善良包容的心，能夠和每一位同學

成為好朋友，也能時時為別人著想，是個善解人意的

貼心女孩。處事井然有序，常主動為班級分擔一些雜

務，無怨無悔，默默付出，值得嘉許。 

羅朝輝 蘇妍菱 女 六年六班 蘇文鑫 
品學兼優，擔任幹部負責盡職，屢次代表學校在田徑

及藝文競賽中獲獎，表現優異。 

陳玉玲 卓瑩 女 六年七班 卓順勇 
成績優異，擅長寫作、繪畫、書法，參加各項比賽表

現優異。 

何傳宇 鐘沛恩 女 六年八班 鐘欽華 

1.曾擔任班長、體育股長，熱心班級事務。 

2.五年級榮獲校內國語朗讀第二名、校內客語字音字

形第一名。 

3.參加本校田徑隊及直笛隊，能文能武，多次代表學

校對外參賽，勇奪佳績。 

李公權 陳貴泓 男 六年九班 陳富光 品學兼優，參加本校棒球隊表現傑出。 

游素娟 徐振凱 男 特教班 游月梅 學習認真、待人和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