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社會組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蘇淇 18 黃俊穎 35 莊詩琪 52 黃秋蓉 

2 徐平 19 洪利穎 36 蘇玲泱 53 劉瑞梅 

3 徐洹 20 胡喻雯 37 陳依潔 54 何曉梅 

4 黃鳳美 21 陳奕良 38 白毅恆 55 張惠絜 

5 陳錦勳 22 邱志成 39 呂佳霖 56 徐金松 

6 徐栗雯 23 詹美蓮 40 林福來 57 郭靜蘭 

7 吳銓峰 24 許嘉政 41 黃淑芬 58 周明耀 

8 陳秋蘭 25 古雅竹 42 簡鈺庭 59 胡琦桂 

9 陳月梅 26 黃冠瑜 43 黃傳恩 60 石娟 

10 簡瑞雯 27 林玉鶯 44 徐麗蓁 61 張素芳 

11 陳淑媛 28 羅南德 45 高睿治 62 羅淑慧 

12 林偉民 29 沈涵瑄 46 桂慧倫 63 黃毓雲 

13 張瑜容 30 劉惠敏 47 蘇巧蘋 64 蔡蕙如 

14 簡欽斌 31 簡筱如 48 廖釗概 65 葉芳倫 

15 呂美娟 32 宋姿璇 49 林麗敏 66 莊宇雯 

16 黃誌峰 33 李枝興  50 施秀月 67 林文霞 

17 小川佐織 34 林佳圻 51 陳金鳳 68 曾琪媛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社會組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69 曾弘慈 86 鍾宜庭 103 邱雅雯 120 鄭桂蘭 

70 韓伶俐 87 宋承恩 104 林汶峯 121  

71 徐懋威 88 王中明 105 徐興華 122  

72 盧義村 89 方裕發 106 呂淑燕 123  

73 邱瑛婷 90 陳世杰 107 朱思瑜 124  

74 彭基華 91 黃莉堤 108 李苡瑄 125  

75 朱惠敏 92 朱偉銘 109 方淑儒 126  

76 曾敏宣 93 黃鵬鍵 110 鄭淑禎 127  

77 蔡鎔澤 94 盧儒瓊 111 陳正泰 128  

78 劉軒齊 95 盧韻淳 112 李佳晏 129  

79 蔡宥安 96 陳玲玟 113 姜曉蕙 130  

80 薛筱臻 97 李秀鳳 114 張薰云 131  

81 薛淯駿 98 李秀玲 115 陳淑貞 132  

82 王舒榆 99 劉秀芬 116 黃寶宜 133  

83 王心彤 100 嚴悅絲 117 許昭蓮 134  

84 李宇鎮 101 李淑如 118 鄭添煌 135  

85 王月靜 102 徐春蘭 119 張月真 136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高中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呂雨璇 桃園高中 18 徐雨婕 內壢高中 35 蕭舜丞 新莊高中 

2 黃宥婕 陽明高中 19 彭楷茵 內壢高中 36 黃筱棋 中壢國中 

3 孫秉澤 武陵高中 20 林彥妤 陽明高中 37 吳晏甄 自學 

4 黃子綾 武陵高中 21 林瑋寗 陽明高中 38 蔡昀樺 陽明高中 

5 李芊樂 復旦高中 22 林愷淇 陽明高中 39 陳齊恩 武陵高中 

6 曹溏芸 陽明高中 23 朱芷欣 陽明高中 40 姚妍溱 桃園高中 

7 李倢紜 永豐高中 24 魏柏凱 平鎮高中 41 高令淳 陽明高中 

8 簡銘賢 南崁高中 25 李浩翔 平鎮高中 42   

9 林子晴 武陵高中 26 梁舒瑋 平鎮高中 43   

10 張曉雨 武陵高中 27 呂宜芸 武陵高中 44   

11 李易芠 中大壢中 28 廖唯彤 武陵高中 45   

12 林子嘉 武陵高中 29 劉原均 武陵高中 46   

13 陳宥潾 陽明高中 30 梁愷益 武陵高中 47   

14 洪欣妤 內壢高中 31 彭楷棋 中壢高中 48   

15 邱品瑜 內壢高中 32 廖彥喬 振聲高中 49   

16 郭采妍 內壢高中 33 楊之葦 治平高中 50   

17 林妤庭 內壢高中 34 王宥翔 新興高中 51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中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吳品軒 慈文國中 18 鍾亞諾 八德國中 35 盧彥蓁 中壢國中 

2 葉姿翊 大竹國中 19 莊家宇 新明國中 36 馮秭庭 中壢國中 

3 方友欣 內壢國中 20 鐘莉淇 八德國中 37 莊雅云 桃園國中 

4 吳沛蓁 八德國中 21 呂芊豫 八德國中 38 陳歆媛 東安國中 

5 曹菁軒 同德國中 22 張芷瑜 八德國中 39 劉博謙 東安國中 

6 許瑞容 慈文國中 23 吳沛蓁 八德國中 40 蔡宜宸 東安國中 

7 黃子秦 新興國中 24 江婷安 八德國中 41 張昱琋 內壢國中 

8 吳苡菱 復旦國中 25 羅心彤 八德國中 42 施羿辰 內壢國中 

9 吳映岑 復旦國中 26 鍾亞諾 八德國中 43 趙容玄 六和國中 

10 陳泳杉 復旦國中 27 袁上筑 八德國中 44 吳卉家 東興國中 

11 劉翊溱 同德國中 28 陳亞瑟 八德國中 45 朱軒毅 東興國中 

12 涂誼君 內壢國中 29 蕭佳詠 八德國中 46 賴柔竹 東興國中 

13 潘苡寧 大有國中 30 何沛穎 八德國中 47 林庭安 永豐國中 

14 閻莉庭 大有國中 31 鄭宇晴 八德國中 48 方宥心 永豐國中 

15 許子淇 新屋國中 32 張浩辰 新屋中學 49 劉涎沚 龍潭國中 

16 張云庭 大成國中 33 詹庭瑄 大竹國中 50 尹述玄 平南國中 

17 鍾亞妮 八德國中 34 林畇辰 中壢國中 51 葉劉謙 光明國中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中組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52 葉劉旂 慈文國中 70 呂孫甫 桃園國中 88   

53 謝勻溱 新興國中 71 林芊華 文昌國中 89   

54 呂秉鴻 新興國中 72 李玉香  90   

55 詹子謙 青埔國中 73 簡林燕秋  91   

56 詹昀翰 復旦國中 74   92   

57 陳泳杉 復旦國中 75   93   

58 黃新閎 復旦國中 76   94   

59 張妍芝 大華國中 77   95   

60 連子芸 自強國中 78   96   

61 羅宇芊 復旦中學 79   97   

62 潘威佑 桃園國中 80   98   

63 吳翊睿 自學 81   99   

64 周品澄 振聲中學 82   100   

65 李宜祐 大成國中 83   101   

66 許瑋中 中興國中 84   102   

67 黃羿學 福豐國中 85   103   

68 李沛璇 桃園國中 86   104   

69 陳齊佑 大成國中 87   105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小組（高年級）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簡渝容 成功國小 18 吳月恆 龍安國小 35 游敏鎬 樂思空間 

2 翁紫綺 成功國小 19 吳忻潼 龍安國小 36 劉品宏 樂思空間 

3 許如潔 成功國小 20 李英愛 龍安國小 37 李晉丞 大業國小 

4 林彥呈 成功國小 21 蕭宜婷 龍安國小 38 蔡銘昌 樂善國小 

5 陳洺亦 成功國小 22 許沛豫 龍安國小 39 游宗諺 建德國小 

6 詹勳昱 中山國小 23 林靖紘 龍安國小 40 許淑喻 華勛國小 

7 曾允昂 成功國小 24 楊云儂 成功國小 41 游佩茹 林森國小 

8 陳于婕 田心國小 25 陳梓畯 成功國小 42 林璦濰 東門國小 

9 吳沛璇 八德國小 26 陳梓涵 成功國小 43 簡彙臻 宋屋國小 

10 陳映羽 中正國小 27 劉欣蘋 成功國小 44 彭心褕 義興國小 

11 謝嘉容 中正國小 28 劉欣霏 成功國小 45 林彥妤 普仁國小 

12 侯雅晴 中正國小 29 吳孟霏 潛龍國小 46 陳品妍 富台國小 

13 邱品蘋 中正國小 30 周永晴 樂思空間 47 楊珞瑜 中原國小 

14 徐振瑀 中正國小 31 李宥澄 樂思空間 48 陳暐淵 大忠國小 

15 陳亭蓉 中正國小 32 詹侑陽 樂思空間 49 吳旻潔 
新興國際中小學 

16 羅彩溱 龍安國小 33 莊舒涵 樂思空間 50 吳濬碩 
新興國際中小學 

17 王詠緒 龍安國小 34 李雨澄 樂思空間 51 黃歆甯 廣興國小 

 

 

 



桃園市第卅一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小組（高年級）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52 洪齊緯 仁和國小 69 吳宇恩 大忠國小 86 王致銓 元生國小 

53 陳佩誼 仁和國小 70 郭祐丞 建國國小 87 周亞克 信義國小 

54 查仁皓 廣興國小 71 呂宸希 大業國小 88 袁宥心 復旦國小 

55 梁裔柔 義興國小 72 羅培綺 大華國小 89 洪梓瑄 平興國小 

56 蔡毓晴 楊光國小 73 曾欽彥 大成國小 90 林柏綸 瑞豐國小 

57 林忠緯 青埔國小 74 羅韋傑 桃園國小 91 周佑熹 瑞豐國小 

58 詹子敬 青埔國小 75 黃于豪 建德國小 92 張妘恩 四維國小 

59 鄭文箐 普仁國小 76 江沂格 慈文國小 93 張宇宏 四維國小 

60 劉詠禎 新榮國小 77 施呈叡 大忠國小 94 謝卉怡 龍安國小 

61 吳秉陽 內壢國小 78 謝亞妍 青溪國小 95 林品嫺 大忠國小 

62 高睿姚 青溪國小 79 曾郁華 大成國小 96 邱宇岑 大業國小 

63 陳加芳 青溪國小 80 周嘉臻 建國國小 97 李宣韋 大業國小 

64 謝秉翰 二橋國小 81 邱靖恩 大安國小 98 林雨瑄  

65 朱品蓁 林森國小 82 莊雅媛 建國國小 99 吳侑芯  

66 王竑硯 建德國小 83 丘采臻 大安國小 100 莊晴  

67 賴以寧 富台國小 84 詹尚豪 大勇國小 101 陳可庭  

68 李沛鴻 大忠國小 85 周宜潔 中山國小 102 湯蕓瑄 莊敬國小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小組（中年級）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1 邱葦珍 成功國小 18 張嚴昊 樂思空間 35 陳俞心 大忠國小 

2 詹家昀 中山國小 19 孫貝嘉 樂思空間 36 黃盈軒 建德國小 

3 王慈毓 會稽國小 20 張詠晴 樂思空間 37 詹庭瑜 五權國小 

4 陳詠睿 田心國小 21 溫昕澄 樂思空間 38 林明緯 樂善國小 

5 方品筑 新街國小 22 吳祐齊 樂思空間 39 查采潔 廣興國小 

6 吳侑宸 大忠國小 23 葉峻旗 樂思空間 40 張宸熙 仁和國小 

7 許奕洋 中山國小 24 楊恩碩 樂思空間 41 莊硯名 興國國小 

8 蘇姮安 南門國小 25 張均睿 樂思空間 42 尹文 山豐國小 

9 張恩熹 北勢國小 26 林莕璇 有得國小 43 溫子瑜 富台國小 

10 張恩荀 北勢國小 27 蔡孟澄 中壢國小 44 石承可 建德國小 

11 朱采宸 龍安國小 28 彭偉鈞 義興國小 45 王莉穎 中原國小 

12 王靖恩 龍安國小 29 陳品妤 富台國小 46 温麒騰 瑞豐國小 

13 曹嵐淇 莊敬國小 30 陳暐博 大忠國小 47 魏佑剛 山東國小 

14 蕭凱中 同安國小 31 李采縈 大忠國小 48 高睿彤 青溪國小 

15 葉蕓榛 樂思空間 32 李秉駿 大忠國小 49 塗雯琪 林森國小 

16 莊畇菲 樂思空間 33 吳侑宸 大忠國小 50 丁苡宸 有得國小 

17 翁林駿 樂思空間 34 李承濬 大忠國小 51 林紘安 龍山國小 

 

 



 

桃園市第卅一屆扶輪獎書法比賽報名表 

組別：國小組（中年級）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52 蔡諺禹 新街國小 69 吳忻宸 二橋國小 86   

53 邱垂順 建德國小 70 何凱軒 瑞豐國小 87   

54 胡凱捷 林森國小 71 劉羿秀 中壢國小 88   

55 賴以仁 富台國小 72 雷昊勳 平興國小 89   

56 宋若彤 新明國小 73 張瑄麟 信義國小 90   

57 謝孟瑄 自學 74 林書嫺 建德國小 91   

58 吳承霖 二橋國小 75 吳宇辰 會稽國小 92   

59 謝亞宸 青溪國小 76 馮宥樵 中山國小 93   

60 邱婕儒 大安國小 77 林品希 西門國小 94   

61 陳梓榕 大勇國小 78 賴韋澐  95   

62 謝孟辰 自學 79   96   

63 謝亞璇 青溪國小 80   97   

64 陳柏誠 建德國小 81   98   

65 楊雨昕 建德國小 82   99   

66 王婕語  83   100   

67 施唯婕 大忠國小 84   101   

68 林書嫺 建德國小 85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