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一班 導師：謝正忠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一班 01 方齊瑋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一班 02 王愷均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一班 03 黃御恂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一班 04 葉丞晉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一班 05 呂冠霆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一班 06 黃志豪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一班 07 莫秉諭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一班 08 辜柏淯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一班 09 李濬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一班 10 周承濬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一班 11 張濬詳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一班 12 張睿紘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一班 13 卓暐軒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一班 14 孫愉棻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一班 15 張書寧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一班 16 葉承璦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一班 17 陳曼文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一班 18 劉姿伶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一班 19 楊璧嘉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一班 20 陳昕慧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一班 21 黃馨瑩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一班 22 劉宇蓁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一班 23 趙妤恩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一班 24 彭映瑄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一班 25 陳沛儒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一班 26 盧祐慈 女 四年六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二班 導師：林士元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二班 01 劉育炘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二班 02 徐顥庭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二班 03 張正良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二班 04 鄭嘉諒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二班 05 黃以恆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二班 06 林于哲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二班 07 楊曜丞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二班 08 蔡俊翔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二班 09 陳昀鍵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二班 10 余侑霖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二班 11 徐振聿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二班 12 謝欣妤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二班 13 宋家騏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二班 14 溫家暄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二班 15 張譯云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二班 16 黃翊筑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二班 17 陳恩恩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二班 18 李伊真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二班 19 杜品萱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二班 20 楊庭毓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二班 21 陳縈縈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二班 22 劉沛瑾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二班 23 莊晉儀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二班 24 衛洛纖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二班 25 胡睿珊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二班 26 徐妤萍 女 四年四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三班 導師：劉懿慧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三班 01 王靖荃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三班 02 湯淞詠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三班 03 張以家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三班 04 徐瑄德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三班 05 陳廷翊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三班 06 藍振元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三班 07 黃俊翔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三班 08 藍翊軒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三班 09 游承彥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三班 10 游寶綸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三班 11 蔡景澤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三班 12 關旭森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三班 13 陳彥承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三班 14 鄭伊辰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三班 15 楊蕎安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三班 16 陳昕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三班 17 簡麟懿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三班 18 陳欣卉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三班 19 林佩葶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三班 20 鄭利鈴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三班 21 洪允芝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三班 22 蕭宜欣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三班 23 許聿彣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三班 24 朱珮萱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三班 25 莊竺鈞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三班 26 陳又瑄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三班 27 蔡昀臻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三班 28 周芊妤 女 四年三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四班 導師：蘇淑芬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四班 01 李維軒 男 四年四班 

五年四班 02 郭祐愷 男 四年六班 

五年四班 03 張睿承 男 四年六班 

五年四班 04 洪紹恩 男 四年八班 

五年四班 05 吳柏緯 男 四年三班 

五年四班 06 林佑承 男 四年五班 

五年四班 07 李鈺安 男 四年七班 

五年四班 08 黃麒瑋 男 四年九班 

五年四班 09 姚泓宇 男 四年一班 

五年四班 10 吳盛愷 男 四年八班 

五年四班 11 林漢鈞 男 四年二班 

五年四班 12 甯勇捷 男 四年四班 

五年四班 13 徐婕華 女 四年五班 

五年四班 14 張敏萱 女 四年一班 

五年四班 15 葉舒婷 女 四年七班 

五年四班 16 陳羿妤 女 四年三班 

五年四班 17 楊可勤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四班 18 梁詠絜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四班 19 廖子儀 女 四年二班 

五年四班 20 吳若瑜 女 四年三班 

五年四班 21 陳逸芯 女 四年五班 

五年四班 22 陳子涵 女 四年九班 

五年四班 23 邱微晴 女 四年二班 

五年四班 24 顏伊辰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四班 25 陳宛琪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四班 26 王之妤 女 四年四班 

五年四班 27 蔡昀澂 女 四年九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五班  導師：徐皓中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五班 01 蘇逸語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五班 02 郭禮平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五班 03 温偉翔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五班 04 羅傳硯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五班 05 趙得凱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五班 06 楊珽舜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五班 07 尤睿杰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五班 08 凌偉皓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五班 09 王文晟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五班 10 袁世安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五班 11 簡啟恩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五班 12 洪煜宸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五班 13 林佳葳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五班 14 王羽辰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五班 15 許芳瑜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五班 16 俞宣恩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五班 17 簡祥伶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五班 18 李卉卿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五班 19 鄭安芸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五班 20 凃又綺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五班 21 魏芝玟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五班 22 陳雨姍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五班 23 郭芷綺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五班 24 林妤恩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五班 25 連子嫻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五班 26 黃尉溱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五班 27 陳旻琪 女 四年一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六班  導師：史正瑜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六班 01 米昕 男 四年五班 

五年六班 02 楊凱文 男 四年九班 

五年六班 03 林煜勛 男 四年六班 

五年六班 04 郭峻豪 男 四年三班 

五年六班 05 李威德 男 四年八班 

五年六班 06 林竑越 男 四年九班 

五年六班 07 蔡誼陽 男 四年六班 

五年六班 08 劉桂瑜 男 四年四班 

五年六班 09 彭柏勛 男 四年五班 

五年六班 10 莊啟彥 男 四年七班 

五年六班 11 王佑綸 男 四年一班 

五年六班 12 彭思翰 男 四年二班 

五年六班 13 呂亭君 女 四年九班 

五年六班 14 陳郁阡 女 四年九班 

五年六班 15 吳昕芸 女 四年二班 

五年六班 16 劉郁芳 女 四年三班 

五年六班 17 蔡昀庭 女 四年一班 

五年六班 18 鄭諾言 女 四年四班 

五年六班 19 吳妍庭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六班 20 姜彤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六班 21 張雅萱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六班 22 蘇玟淇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六班 23 張文薰 女 四年五班 

五年六班 24 李依諠 女 四年四班 

五年六班 25 楊婷羽 女 四年九班 

五年六班 26 柯欣潔 女 四年七班 

五年六班 27 翁慈嫻 女 四年三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七班  導師：陸淑玉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七班 01 陳昱均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七班 02 江庭瑞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七班 03 劉烝睿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七班 04 陳繹翔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七班 05 許敏傑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七班 06 張君瑋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七班 07 李後誠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七班 08 彭柏薳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七班 09 蔡承恩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七班 10 劉泰綍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七班 11 吳翊仲 男 四年六班 

五年七班 12 林敬倫 男 四年四班 

五年七班 13 蒲思諭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七班 14 江佳怡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七班 15 許芝瑜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七班 16 謝妤禎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七班 17 趙書妤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七班 18 陳靖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七班 19 吳怡然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七班 20 陳杏瑄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七班 21 黃榆涵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七班 22 凃亭瑜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七班 23 黃星蓉 女 四年八班 

五年七班 24 陳姍瑤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七班 25 陳鈺葶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七班 26 陳婇昕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七班 27 吳雨潔 女 四年六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八班 導師：溫能達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八班 01 劉冠璘 男 四年七班 

五年八班 02 陳逸昕 男 四年一班 

五年八班 03 王晟宇 男 四年三班 

五年八班 04 曾子宸 男 四年一班 

五年八班 05 朱華晨 男 四年四班 

五年八班 06 張育閔 男 四年二班 

五年八班 07 辜柏霖 男 四年五班 

五年八班 08 許謦顯 男 四年八班 

五年八班 09 洪楷竣 男 四年五班 

五年八班 10 鍾宸宇 男 四年七班 

五年八班 11 陳昇煒 男 四年三班 

五年八班 12 邵梓洋 男 四年一班 

五年八班 13 曾坤郁 女 四年二班 

五年八班 14 黃思語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八班 15 邱宜蓁 女 四年九班 

五年八班 16 廖品甄 女 四年四班 

五年八班 17 林思彤 女 四年五班 

五年八班 18 張芯瑜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八班 19 莊于萱 女 四年七班 

五年八班 20 簡郁蓁 女 四年三班 

五年八班 21 卓英綺 女 四年一班 

五年八班 22 彭冠禎 女 四年六班 

五年八班 23 廖卉雯 女 四年二班 

五年八班 24 呂季璇 女 四年八班 

五年八班 25 林玉茹 女 四年七班 

五年八班 26 涂華珊 女 四年五班 

五年八班 27 李書宇 女 四年四班 



 

桃園縣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五年九班  導師：陳潔琳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原有班級 

五年九班 01 蔡秉達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九班 02 唐楙谷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九班 03 謝少棋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九班 04 張益誠 男 四年八班 

五年九班 05 唐湐翔 男 四年三班 

五年九班 06 伍炫丞 男 四年七班 

五年九班 07 黃兆衡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九班 08 張紹詮 男 四年五班 

五年九班 09 許惇堯 男 四年二班 

五年九班 10 黃冠穎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九班 11 許誠彥 男 四年九班 

五年九班 12 羅呈賓 男 四年一班 

五年九班 13 陳昱雯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九班 14 楊喬安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九班 15 陳家榛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九班 16 陳之菁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九班 17 吳思語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九班 18 熊昱琳 女 四年五班 

五年九班 19 陳以勤 女 四年七班 

五年九班 20 游家菱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九班 21 吳映潔 女 四年二班 

五年九班 22 江珮琪 女 四年一班 

五年九班 23 邱品禎 女 四年六班 

五年九班 24 羅宇馨 女 四年三班 

五年九班 25 戴于婷 女 四年四班 

五年九班 26 洪楷甯 女 四年九班 

五年九班 27 潘昱伶 女 四年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