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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05年度英語比賽 國小說故事組 報名表
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北區 八德區 新興高中
A組-全校20班以下 陳○璇
北區 八德區 廣興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葉○妤
北區 八德區 霄裡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徐○柔
北區 大園區 五權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李○慈
北區 大園區 后厝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林○珊
北區 大園區 竹圍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黃○瑜
北區 大園區 埔心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游○予
北區 大園區 潮音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林○晴
北區 大溪區 福安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彭○雅
北區 桃園區 中埔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卓○芸
北區 桃園區 康萊爾國中小A組-全校20班以下 朱○安
北區 龜山區 大坑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袁○美
北區 龜山區 大崗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林○逸
北區 龜山區 大湖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陳○汝
北區 龜山區 文欣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翁○嘉
北區 龜山區 新路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邢○晟
北區 龜山區 壽山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歐○辰
北區 龜山區 樂善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劉○倢
北區 蘆竹區 大華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林○妮
北區 蘆竹區 山腳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劉○哲
北區 蘆竹區 公埔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蔡○羽
北區 蘆竹區 頂社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藍○綺
北區 蘆竹區 新莊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鄭○佑
南區 中壢區 內定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王○閔
南區 中壢區 芭里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王○
南區 中壢區 青埔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何○俞
南區 平鎮區 東勢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胡○秀
南區 新屋區 埔頂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賴○穎
南區 新屋區 頭洲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康○河
南區 楊梅區 上田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范姜○云
南區 楊梅區 水美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呂○穎
南區 楊梅區 高榮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李○芸
南區 龍潭區 三坑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李○齊
南區 龍潭區 高原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蘇○夫
南區 龍潭區 福祿貝爾國小A組-全校20班以下 邱○丞
南區 龍潭區 德龍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林○妤
南區 龍潭區 諾瓦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馮○彥
南區 觀音區 上大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魏○均
南區 觀音區 大潭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向○琳
南區 觀音區 樹林國小
A組-全校20班以下 葉○廷
北區 蘆竹區 海湖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李○臻
北區 大溪區 南興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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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組別
學生姓名
北區 大溪區 內柵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賴○恩
北區 龜山區 自強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黃○倫
南區 楊梅區 瑞梅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周○韻
南區 楊梅區 四維國小
A組-全校21班以下 許○綺
南區 中壢區 有得國民中小學
A組-全校22班以下 崔○志
北區 八德區 八德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呂○憲
北區 八德區 大安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江○霖
北區 八德區 茄苳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許○淇
北區 八德區 瑞豐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鍾○訓
北區 大園區 菓林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戴○均
北區 大溪區 大溪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林○蓁
北區 大溪區 仁和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曾○心
北區 大溪區 仁善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邱○伃
北區 大溪區 田心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李○葶
北區 大溪區 員樹林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田○笙
北區 大溪區 僑愛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吳○聖
北區 桃園區 北門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邱○鈞
北區 桃園區 成功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張○靖
北區 桃園區 東門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鄭○緯
北區 桃園區 南門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黃○苡
北區 桃園區 桃園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黃○誼
北區 桃園區 慈文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陳○宇
北區 桃園區 新埔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張○榛
北區 桃園區 會稽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游○媛
北區 桃園區 龍山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游○穎
北區 龜山區 文華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楊○姍
北區 龜山區 幸福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梁○心
北區 龜山區 長庚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許○涵
北區 龜山區 楓樹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劉○珊
南區 中壢區 大崙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吳○瑜
南區 中壢區 中正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劉○勳
南區 中壢區 中壢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梁○皓
南區 中壢區 自立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李○熏
南區 中壢區 普仁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王○珊
南區 中壢區 龍岡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吳○澤
南區 平鎮區 山豐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張○琳
南區 平鎮區 北勢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郭○賢
南區 平鎮區 平興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熊○妍
南區 平鎮區 宋屋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葉○彤
南區 平鎮區 祥安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李○容
南區 平鎮區 復旦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羅○心
南區 平鎮區 新勢國小
B組-全校21~41班
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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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05年度英語比賽
學校名稱
南區 平鎮區 新榮國小
南區 平鎮區 義興國小
南區 楊梅區 大同國小
南區 楊梅區 富岡國小
南區 楊梅區 楊心國小
南區 楊梅區 楊光國中小
南區 楊梅區 楊明國小
南區 楊梅區 楊梅國小
南區 楊梅區 瑞埔國小
南區 龍潭區 石門國小
南區 龍潭區 武漢國小
南區 龍潭區 潛龍國小
南區 龍潭區 龍星國小
南區 龍潭區 龍潭國小
南區 觀音區 新坡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大有國小
南區 觀音區 觀音國小
南區 平鎮區東安國小
南區 龍潭區 雙龍國小
北區 八德區 大成國小
北區 八德區 大忠國小
北區 八德區 大勇國小
北區 大園區 大園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大業國小
北區 桃園區 中山國小
北區 桃園區 永順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同安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同德國小
北區 桃園區 西門國小
北區 桃園區 青溪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建國國小
北區 桃園區 建德國小
北區 桃園區 莊敬國小
北區 龜山區 南美國小
北區 龜山區 龜山國小
北區 蘆竹區 大竹國小
北區 蘆竹區 南崁國小
北區 蘆竹區 龍安國小
南區 中壢區 中平國小
南區 中壢區 林森國小
南區 中壢區 信義國小
南區 中壢區 富台國小

國小說故事組 報名表
組別
學生姓名
B組-全校21~41班
丁○穎
B組-全校21~41班
巫○瑄
B組-全校21~41班
林○誼
B組-全校21~41班
顏○岑
B組-全校21~41班
黃○誠
B組-全校21~41班
衛○希
B組-全校21~41班
陳○姌
B組-全校21~41班
吳○倪
B組-全校21~41班
戴○恩
B組-全校21~41班
黃○云
B組-全校21~41班
宋○佑
B組-全校21~41班
朱○正
B組-全校21~41班
陳○竹
B組-全校21~41班
黃○淇
B組-全校21~41班
陳○銘
B組-全校21~41班
畢○漢
B組-全校21~41班
徐○宸
B組-全校21~41班
簡○廷
B組-全校21~41班
林○妤
C組-全校42班以上 游○薇
C組-全校42班以上 張○柏
C組-全校42班以上 彭○恒
C組-全校42班以上 林○臻
C組-全校42班以上 王○翰
C組-全校42班以上 鄒○恩
C組-全校42班以上 吳○綺
C組-全校42班以上 劉○蓁
C組-全校42班以上 詹○晴
C組-全校42班以上 李○儒
C組-全校42班以上 劉○萱
C組-全校42班以上 潘○宇
C組-全校42班以上 戴○真
C組-全校42班以上 蔡○杉
C組-全校42班以上 王○惠
C組-全校42班以上 盧○安
C組-全校42班以上 蕭○哲
C組-全校42班以上 林○倩
C組-全校42班以上 張○謙
C組-全校42班以上 古○華
C組-全校42班以上 鍾○謙
C組-全校42班以上 劉○萱
C組-全校42班以上 陳○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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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中壢區 華勛國小
南區 中壢區 新明國小
南區 中壢區 新街國小
南區 中壢區 興仁國小
南區 中壢區 興國國小
南區 平鎮區 文化國小
南區 平鎮區 忠貞國小
南區 平鎮區 南勢國小
南區 新屋區 新屋國小
南區 楊梅區 瑞塘國小
南區 觀音區 草漯國小
北區 桃園區 文山國小
南區 中壢區 內壢國小
南區 中壢區 元生國小
南區 中壢區 中原國小
北區 蘆竹區 光明國小
北區 蘆竹區錦興國小

國小說故事組 報名表
組別
學生姓名
C組-全校42班以上 鄭○成
C組-全校42班以上 邱○雅
C組-全校42班以上 蔡○泰
C組-全校42班以上 楊○丞
C組-全校42班以上 侯○容
C組-全校42班以上 張○瑜
C組-全校42班以上 劉○豐
C組-全校42班以上 傅○
C組-全校42班以上 胡○汝
C組-全校42班以上 王○愉
C組-全校42班以上 周○謀
C組-全校42班以上 蔡○茹
C組-全校42班以上 吳○珊
C組-全校42班以上 賴○綺
C組-全校42班以上 鄭○元
C組-全校42班以上 曾○瑀
C組-全校42班以上 陳○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