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籤號 競賽項目 班級 姓名

1 國語朗讀 普四1 陳O菁

2 國語朗讀 普四3 許O庭

3 國語朗讀 普五4 夏O富

4 國語朗讀 音五1 沈O蓁

5 國語朗讀 美四1 盧O萱

6 國語朗讀 普四4 林O筑

7 國語朗讀 音四1 林O紋

8 國語朗讀 體五1 周O杰

9 國語朗讀 舞五1 江O鈞

10 國語朗讀 體四2 林O翰

11 國語朗讀 英語六1 温O甄

12 國語朗讀 美五1 吳O嘉

13 國語朗讀 普五1 李O儀

14 國語朗讀 體四1 葉O文

15 國語朗讀 普五3 梁O吟

16 國語朗讀 普五2 黃O婷

17 國語朗讀 普四2 吳O賢

18 國語朗讀 舞四1 黃O琪



籤號 競賽項目 班級 姓名

1 閩南語朗讀 體四1 盧O妮

2 閩南語朗讀 普五3 張O斐

3 閩南語朗讀 普四1 江O潔

4 閩南語朗讀 普四3 黃O儒

5 閩南語朗讀 英語六1 傅O茹

6 閩南語朗讀 美四1 曾O恩

7 閩南語朗讀 音五1 徐O芸

8 閩南語朗讀 普五1 陳O柔

9 閩南語朗讀 體四2 吳O樺

10 閩南語朗讀 普五4 陳O瑜

11 閩南語朗讀 美五1 黃O婷

12 閩南語朗讀 普四2 黃O蒂

13 閩南語朗讀 普五2 方O諺

14 閩南語朗讀 音四1 施O希

15 閩南語朗讀 普四4 謝O宇

16 閩南語朗讀 舞五1 邱O彤

17 閩南語朗讀 體五1 馬O彥



籤號 競賽項目 班級 姓名

1 國語演說 體四2 章O智

2 國語演說 舞五1 林O彤

3 國語演說 普五1 陳O妤

4 國語演說 普四1 陳O丞

5 國語演說 普五4 陳O恩

6 國語演說 音五1 吳O潔

7 國語演說 普四3 蘇O綸

8 國語演說 普五3 王O穎

9 國語演說 普五2 黃O淳

10 國語演說 美五1 黃O愷

11 國語演說 普四4 江O臻

12 國語演說 體四1 李O袁

13 國語演說 音四1 鄭O婷

14 國語演說 美四1 賴O渝

15 國語演說 體五1 賴O霖

16 國語演說 普四2 林O庭



籤號 競賽項目 班級 姓名

1 閩南語演說 體四2 王O曄

2 閩南語演說 普四3 宋O佳

3 閩南語演說 普五2 李O輔

4 閩南語演說 美四1 柯O恩

5 閩南語演說 體五1 吳O堂

6 閩南語演說 普四4 顧O伃

7 閩南語演說 普五3 柯O婕

8 閩南語演說 普五1 廖O丞

9 閩南語演說 普五4 黃O杰

10 閩南語演說 音五1 黃O恩

11 閩南語演說 體四1 黃O晏

12 閩南語演說 普四1 黃O楷

13 閩南語演說 美五1 邱O童

14 閩南語演說 音四1 施O希

籤號 競賽項目 班級 姓名

1 閩南語情境演說 普五1 陳O遠

2 閩南語情境演說 普五4 王O閎

3 閩南語情境演說 音五1 林O諭

4 閩南語情境演說 普五3 邱O家

5 閩南語情境演說 舞五1 劉O琳

6 閩南語情境演說 普四2 李O庭

7 閩南語情境演說 普五2 洪O智

8 閩南語情境演說 美四1 謝O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