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件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A001 505 鹿東國小 四年一班 蔡羿漩 謝佩宜

A002 523 合興國小 四年丙班 張軒泓 許靜芳

A003 500 大成國小 4年6班 唐瑞妤 李欣玲

A008 509 伸東國小 四年甲班 陳羿璇 何玥瑩

A009 509 新港國小 三年丙班 陳瑞承 柯鳳仙

A010 514 湖東國小 四年五班 張子妍 曾玉采

A011 510 僑信國小 四年三班 施可洛 邱慧珍

A012 500 忠孝國小 四年六班 屈彥緁 楊惠敏

A013 500 忠孝國小 四年七班 張苡嫺 林家男

A014 500 忠孝國小 三年八班 陳樞睿 林家男

A015 500 忠孝國小 三年八班 張庭瑜 黃文瓊

A016 512 永靖國小 三年6班 謝秉錡 張舒喬

A017 512 永靖國小 四年6班 廖書昀 劉慧君

A018 512 永靖國小 四年6班 陳品妍 劉慧君

A019 502 寶山國小 4年甲班 謝亞妘 梁芳玲

A020 510 靜修國小 三年2班 陳威丞 王志龍

A021 526 中正國小 四年五班 張媛晞 程慈敏

A022 500 大竹國小 四年一班 陳怡蓁 雲淑媚

A023 500 大竹國小 四年一班 黃榆捷 雲淑媚

A024 500 大竹國小 四年五班 莊蕎安 雲淑媚

A025 514 湖南國小 四年乙班 鍾侑廷 張名輝

A026 500 中山國小 四年五班 李奕潔 林宜和

A027 500 中山國小 四年四班 廖冠俞 林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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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8 500 泰和國小 三年甲班 吳宥樂 周秀香

A029 510 靜修國小 四年二班 陳孟妡 李雪鳳

A030 510 靜修國小 四年三班 王宇均 陳雪敏

A031 510 靜修國小 三年二班 周思叡 劉慧如

A032 511 社頭國小 四年四班 黃濼桓 王曉芳

A033 526 二林國小 4年5班 游承頤 楊麗惠

A034 510 員林國小 4年2班 廖軒慶 游永吉

A035 510 員林國小 4年2班 邱文姮 游永吉

A036 510 員林國小 4年2班 黃婕瑀 游永吉

A037 510 員林國小 4年2班 孫詡茜 游永吉

A038 510 員林國小 4年5班 陳建霖 游永吉

A039 510 員林國小 4年10班 江芯語 游永吉

A040 510 員林國小 3年2班 游嵎森 游永吉

A041 510 員林國小 3年8班 黃詩詠 游永吉

A042 510 員林國小 4年6班 張瑀芮 游永吉

A043 500 南郭國小 311 歐佩瑜 魏秀玲

A044 520 田中國小 304 蕭言容 黃順平

A045 510 育英國小 四己 余芷涵 張淑敏

A046 521 螺陽國小 四年甲班 方薏閔 陳英惠

A047 521 北斗國小 四乙 王心妍 林素甄

A048 511 舊社國小 四年孝班 蕭鈺蓁 周栢洲

A049 505 鹿東國小 四年6班 林育生 黃淑玲

A050 520 新民國小 402 湛亜全 董麗鳳



收件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彰化縣第十四屆縣長盃學生書法比賽參賽名單【國小中年級組】

A051 500 忠孝國小 三年八班 詹采綾 黃文瓊

A052 510 員東國小 四年甲班 謝至軒 吳燕芬

A053 504 明正國小 三年己班 陳斿 許士凱

A054 512 永靖國小 四年3班 邱彥愷 邱秀惠

A055 500 平和國小 四年二班 陳亭甫 施淑惠

A057 511 崙雅國小 四年二班 蕭宇鈞 胡孟宜

A058 500 大成國小 三年4班 卓倉毅 楊幼鈴

A059 504 明正國小 三年甲班 吳孟芸 許士凱

A060 510 僑信國小 四年十班 曾子軒 黃逸華

A061 500 南興國小 三年丙班 郭耘彤 張毓娟

A062 500 南興國小 四年乙班 陳治惟 林煜祥

A063 510 員林國小 4年12班 沈恩昕 張倍源

A065 504 明正國小 三年己班 林宏澤 許士凱

A067 522 南鎮國小 四甲 陳巧玹 葉馨鎂

A068 522 南鎮國小 四甲 陳芊聿 葉馨鎂

A069 505 鹿東國小 三年5班 林岑嶧 曾怡穎

A070 505 文開國小 三甲 李文崴 黃玉青

A071 523 中和國小 四年甲班 林禹岑 陳英惠

A072 523 中和國小 三年甲班 林妍希 陳英惠

A073 500 忠孝國小 四年一班 謝秉夆 李宜潔

A074 500 忠孝國小 四年一班 高悅 李宜潔

A075 500 忠孝國小 四年三班 陳欣筠 許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