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一班 導師：江秋坪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一班 01 張哲維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一班 02 李承龍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一班 03 李彥呈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一班 04 李郁珩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一班 05 許駿杰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一班 06 阮柏融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一班 07 王長楷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一班 08 蕭楷勛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一班 09 呂翌瑋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一班 10 李丞瀚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一班 11 孫熙甫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一班 12 陳家宇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一班 13 謝侑宬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一班 14 林昶佐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一班 15 邱勝勳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一班 16 周芳羽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一班 17 陳穎宣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一班 18 梁庭瑀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一班 19 王舒妍 女 二年五班 

三年一班 20 王蕾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一班 21 余玉繡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一班 22 謝妤謙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一班 23 孫宓妘 女 二年八班 

三年一班 24 李瑀彤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一班 25 陳品蓁 女 二年五班 

三年一班 26 黃思棋 女 二年一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二班 導師：曾玉仙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二班 01 張淯勛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二班 02 陳侑昇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二班 03 王以諾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二班 04 黃子峻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二班 05 王承皓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二班 06 潘瑋凡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二班 07 陳冠升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二班 08 黃千榕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二班 09 簡佑霖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二班 10 楊皓文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二班 11 張瑞鴻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二班 12 顏士傑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二班 13 范振桓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二班 14 方子沅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二班 15 邱建愷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二班 16 呂文玲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二班 17 陳畇甯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二班 18 谷昀蓁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二班 19 郭佳雯 女 二年一班 

三年二班 20 楊姍霓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二班 21 施黛娜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二班 22 曾柏甄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二班 23 董于甄 女 二年五班 

三年二班 24 洪伯吟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二班 25 吳孟昕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二班 26 賴士愉 女 二年二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三班 導師：鍾稀文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三班 01 林軒凱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三班 02 吳秉軒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三班 03 吳政勳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三班 04 廖學勝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三班 05 張峻嘉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三班 06 洪子綸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三班 07 洪凡勛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三班 08 陳睿杰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三班 09 簡浩倫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三班 10 郭育瑋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三班 11 趙均祥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三班 12 呂宇杰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三班 13 盧宏溢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三班 14 熊昱翔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三班 15 俞元禎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三班 16 曾盈蓁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三班 17 陳伶華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三班 18 李千穎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三班 19 王緹瑩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三班 20 黃慧盈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三班 21 朱子瑤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三班 22 游雯涵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三班 23 周紫妤 女 二年五班 

三年三班 24 楊絜伊 女 二年一班 

三年三班 25 林彥竹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三班 26 林思薰 女 二年三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四班 導師：郭美雪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四班 01 廖柏維 男 二年一班 

三年四班 02 翁祖翔 男 二年七班 

三年四班 03 尹思憲 男 二年七班 

三年四班 04 張恩哲 男 二年二班 

三年四班 05 王翊愷 男 二年四班 

三年四班 06 郭恆禕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四班 07 王畇凱 男 二年四班 

三年四班 08 鐘崴 男 二年二班 

三年四班 09 林璟丞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四班 10 林豐勝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四班 11 陳柏辰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四班 12 劉晉豪 男 二年三班 

三年四班 13 賴奕辰 男 二年二班 

三年四班 14 李柏志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四班 15 吳朋恩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四班 16 陳亞希 女 二年二班 

三年四班 17 鄭穎 女 二年六班 

三年四班 18 黃子耘 女 二年八班 

三年四班 19 陳妍汝 女 二年八班 

三年四班 20 徐采葳 女 二年六班 

三年四班 21 張睿妤 女 二年八班 

三年四班 22 黃韋溱 女 二年七班 

三年四班 23 彭郁心 女 二年四班 

三年四班 24 曾怡 女 二年四班 

三年四班 25 周庭儀 女 二年二班 

三年四班 26 方阡宇 女 二年一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五班 導師：簡玉鳳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五班 01 蔡子宇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五班 02 潘謙毅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五班 03 于永嘉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五班 04 呂柏毅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五班 05 顧立中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五班 06 劉旭峰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五班 07 郭哲佑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五班 08 劉晉嘉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五班 09 許均豪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五班 10 潘瑋傑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五班 11 簡志憲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五班 12 喬茂碩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五班 13 謝明洋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五班 14 邱敬詠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五班 15 李宥恩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五班 16 巫立穎 女 二年八班 

三年五班 17 鍾依璇 女 二年一班 

三年五班 18 林宜瑄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五班 19 梁靜柔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五班 20 魏芝柔 女 二年八班 

三年五班 21 朱婕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五班 22 楊恩妮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五班 23 周宛蓁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五班 24 龍冠維 女 二年六班 

三年五班 25 朱珮綸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五班 26 賴品蓁 女 二年四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六班 導師：呂學港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六班 01 陶政維 男 二年一班 

三年六班 02 詹上平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六班 03 陳均豪 男 二年七班 

三年六班 04 樊承穎 男 二年四班 

三年六班 05 游宗淮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六班 06 李澔承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六班 07 曾崇嘉 男 二年二班 

三年六班 08 陳浩平 男 二年一班 

三年六班 09 林祐頡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六班 10 蔡承恩 男 二年三班 

三年六班 11 陳嶺 男 二年四班 

三年六班 12 蕭鈞鴻 男 二年三班 

三年六班 13 郭櫂維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六班 14 藍翊瑜 男 二年七班 

三年六班 15 梁書馨 女 二年七班 

三年六班 16 林歆芸 女 二年五班 

三年六班 17 廖育萱 女 二年三班 

三年六班 18 丁俐嘉 女 二年五班 

三年六班 19 林愛柔 女 二年三班 

三年六班 20 陳均欣 女 二年八班 

三年六班 21 蔡含欣 女 二年一班 

三年六班 22 黃彥云 女 二年一班 

三年六班 23 俞睿慈 女 二年七班 

三年六班 24 郭罕妤 女 二年二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 三年七班 導師：黃美華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七班 01 吳昌儒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02 徐丞葳 男 二年五班 

三年七班 03 林威廷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七班 04 王中呈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05 袁喆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06 陳侑旻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七班 07 宋登宇 男 二年二班 

三年七班 08 洪序旻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七班 09 陳傑 男 二年六班 

三年七班 10 陳俊廷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七班 11 林佑恩 男 二年七班 

三年七班 12 王子謙 男 二年四班 

三年七班 13 貝安璿 男 二年一班 

三年七班 14 楊立誠 男 二年三班 

三年七班 15 林紘序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16 吳柏諺 男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17 郭禮安 女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18 邱禹榛 女 二年一班 

三年七班 19 王岑勻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七班 20 陳粲云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七班 21 黃禹心 女 二年八班 

三年七班 22 徐千筑 女 二年二班 

三年七班 23 李佳軒 女 二年七班 

三年七班 24 王庭晞 女 二年三班 

三年七班 25 陳翊軒 女 二年一班 

三年七班 26 鄭雁文 女 二年四班 

三年七班 27 林廷芳 女 二年五班 

三年七班 28 姚佳妤 女 二年五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三年八班  導師：謝明玲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三年八班 01 吳昌鴻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八班 02 林宇軒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八班 03 游紹宇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八班 04 陳柏宏 男 二年一班 

三年八班 05 蕭證華 男 二年三班 

三年八班 06 柯權訓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八班 07 廖秩愷 男 二年七班 

三年八班 08 郭恩睿 男 二年一班 

三年八班 09 王詮閎 男 二年二班 

三年八班 10 孫丞緯 男 二年三班 

三年八班 11 吳明勳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八班 12 呂亞叡 男 二年四班 

三年八班 13 劉霽霆 男 二年八班 

三年八班 14 周昕毅 男 二年六班 

三年八班 15 許宥翊 男 二年五班 

三年八班 16 許景昀 女 二年八班 

三年八班 17 王立言 女 二年二班 

三年八班 18 賴亭欐 女 二年二班 

三年八班 19 藍璟棠 女 二年六班 

三年八班 20 王心妤 女 二年三班 

三年八班 21 陳韋伶 女 二年一班 

三年八班 22 陳馥妤 女 二年七班 

三年八班 23 林宥均 女 二年五班 

三年八班 24 黃子玹 女 二年五班 

三年八班 25 林予安 女 二年六班 

三年八班 26 陳雅君 女 二年四班 

三年八班 27 劉芯瑜 女 二年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