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校內國語文競賽優勝一覽表 

競賽項目 組別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國語演說 一年級 11718 610684 施威聿 第一名 11602 610626 王子祐 佳作 

11239 610496 謝佳芃 第二名 11005 610379 李弘翔 佳作 

11103 610419 江昇 第三名 11315 610514 林資堯 佳作 

二年級 20544 510580 羅韋宗 第一名 20223 510112 湯承恩 佳作 

22329 510723 張以雨 第二名 20735 510199 鄒尚豫 佳作 

20929 510238 黃子睿 第三名     

閩南語演說 一年級         

二年級 22314 510909 翁健棋 第二名     

20211 510096 林大偉 第三名     

國語朗讀 一年級 11014 610388 林敬峰 第一名 11119 610434 秦宗祥 佳作 

11830 610738 陳顥中 第二名 12520 612016 連  晨 佳作 

11515 610598 施  皓 第三名     

二年級 21905 510044 吳佳儒 第一名     

20429 510321 黃亮穎 第二名     

20820 510768 莊凱孟 第三名     

閩南語朗讀 一年級 11222 610479 莊竣凱 第一名 11835 610743 劉建豪 佳作 

11702 610669 王士緯 第二名 11906 610756 江德裕 佳作 

12329 610927 錢政宇 第三名     

二年級 20705 510297 呂冠賢 第三名 22317 510913 陳佑庭 佳作 

    20216 510065 張書豪 佳作 

 

 



106 年校內國語文競賽優勝一覽表 

競賽項目 組別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客語朗讀 一年級 10123 610023 郭  穆 第三名     

原住民朗讀 一年級 10802 610293 石曜綸 第三名 11105 640421 吳鈞緯 佳作 

二年級 22017 510476 高承恩 第二名 20102 510503 伍迦得 佳作 

字音字形 一年級 11729 610695 陳彥亨 第一名 10528 610193 陳湛壬 佳作 

12311 610910 范以芃 第二名 11915 610765 唐子康 佳作 

11224 610481 陳柏瑋 第三名     

二年級 21432 510856 陳柏融 第一名     

21321 510599 涂峻銓 第二名     

21024 510524 郭展誌 第三名     

閩南語字音字形 一年級         

二年級         

客語字音字形 一年級         

二年級         

作文 一年級 12305 610904 江惇硯 第一名 10433 610156 詹育晟 佳作 

11401 610542 丁浩哲 第二名 11132 610447 黃語棠 佳作 

10714 610263 林昱安 第三名 12130 610863 楊瑞凱 佳作 

    12307 610906 吳昕愷 佳作 

二年級 21535 510451 蔡妙廣 第一名 20930 510958 黃泓叡 佳作 

21103 510788 王灝融 第二名 21802 540461 朱彥儒 佳作 

21026 510609 陳建佑 第三名 22013 510142 黃崇瑋 佳作 

 



 

 

106 年校內國語文競賽優勝一覽表 

競賽項目 組別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年班號 學號 姓名 名次 

寫字 一年級 10923 610355 陳泓宇 第一名 11126 610441 陳羿勳 佳作 

12530 612026 蘇冰慧 第二名     

12529 612025 蘇上瑄 第三名     

二年級 21805 510633 吳炳良 第一名     

22501 510956 洪安旭 第二名     

22517 512017 許懷方 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