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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313602 市立西松國小 [105]台北市松山區東光里三民路5號 李○誠 五年五班 胡慧宜 校長

台北市 323601 市立興雅國小 [110]台北市信義區雅祥里基隆路1段83巷9號 葉○宏 六年五班 蔡宗良 校長

台北市 333609 市立公館國小 [106]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1巷68弄2號 林○宏 六年乙班 許進富 校長

台北市 333610 市立新生國小 [106]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 洪○茜 五年六班 陳智蕾 校長

台北市 343608 市立吉林國小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原里長春路116號 賴○彥 六年四班 虞志長 校長

台北市 353604 市立國語實小 [100]台北市中正區龍光里南海路58號 盧○潔 二年四班 丁一航 校長

台北市 353607 市立忠孝國小 [100]台北市中正區梅花里忠孝東路2段101號 陳○遠 二年甲班 賴延彰 校長

台北市 363603 市立太平國小 [103]台北市大同區南芳里延平北路2段239號 石○晨 五年一班 徐昀霖 校長

台北市 363608 市立延平國小 [103]台北市大同區國慶里昌吉街97號 李○晟 五年一班 李承華 校長

台北市 373603 市立東園國小 [108]台北市萬華區全德里東園街195號 鄧○玲 六年二班 陳毓卿 校長

台北市 373611 市立福星國小 [108]台北市萬華區福星里中華路一段66號 吳○祐 五年乙班 陳清義 校長

台北市 383612 市立指南國小 [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5號之2 張○揚 六年甲班 游惠音 校長

台北市 393603 市立玉成國小 [115]台北市南港區西新里向陽路31號 林○瑩 二年四班 楊火順 校長

台北市 393607 市立修德國小 [115]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18巷86號 林○葶 六年三班 李家旭 校長

台北市 403606 市立康寧國小 [114]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星雲街121號 翁○文 五年一班 黃志成 校長

台北市 403608 市立麗山國小 [114]台北市內湖區港都里港華街100號 許○甄 三年一班 廖傑隆 校長

台北市 413607 市立富安國小 [111]台北市士林區富洲里延平北路8段135號 陳○翔 六年甲班 許政智 校長

台北市 413611 市立百齡國小 [111]台北市士林區福中里福港街205號 全○欣 六年二班 張育成 校長

台北市 413613 市立葫蘆國小 [111]台北市士林區環河北路3段95號 葉○驊 三年一班 蔡新淵 校長

台北市 413618 市立蘭雅國小 [111]台北市士林區蘭興里磺溪街57號 吳○岓 六年二班 李之法 校長

台北市 423603 市立石牌國小 [112]台北市北投區吉利里致遠二路80號 鄭○恒 五年三班 詹益正 校長

台北市 423612 市立義方國小 [112]台北市北投區珠海路155號 侯○廷 六年一班 翁明達 校長

台北市 423614 市立明德國小 [112]台北市北投區榮華里明德路190號 黃○軒 六年二班 塗振洋 校長

苗栗縣 054636 縣立五福國小 [357]苗栗縣通霄鎮5北里30之1號 周○妤 六年甲班 周昌柏 校長

苗栗縣 054686 縣立成功國小 [356]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04之1號 洪○軒 六年甲班 黃俊杰 校長

苗栗縣 054701 縣立卓蘭國小 [369]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中山路125號 李○卉 六年甲班 李豪朕 校長

桃園市 034606 市立建國國小 [330]桃園市桃園區昆明路95號 胡○菘 六年九班 林業泰 校長

桃園市 034612 市立北門國小 [330]桃園市桃園區正康三街139號 林○臣 二年二班 蔡明翰 校長

桃園市 034622 市立大華國小 [338]桃園市蘆竹區大華里大華街98號 吳○浩 四年三班 黃瑩 校長

桃園市 034648 市立八德國小 [334]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中山路94號 趙○妤 二年三班 林世娟 校長

桃園市 034650 市立霄裡國小 [334]桃園市八德區竹圍里魚池下14號 曾○佑 六年甲班 古艷麗 校長

桃園市 034651 市立大安國小 [334]桃園市八德區大安里和平路638號 張○晟 六年甲班 楊炳清 校長

桃園市 034656 市立內柵國小 [335]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三鄰安和路38號 陳○誠 五年甲班 王碧禛 校長

桃園市 034673 市立富台國小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369號 張○茹 二年二班 魏秀蓮 校長

桃園市 034678 市立中正國小 [320]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329號 張○淞 六年四班 劉文忠 校長

桃園市 034685 市立忠貞國小 [324]桃園市平鎮區龍興里龍南路315號 嚴○函 六年二班 彭裕晃 校長

桃園市 034689 市立北勢國小 [324]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330號 莊○燁 六年丙班 蔡澍勳 校長

桃園市 034693 市立富岡國小 [326]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中正路147號 李○葦 二年甲班 李莉萍 校長

桃園市 034698 市立高榮國小 [326]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上路一段1號 吳○靜 六年甲班 林盛基 校長

桃園市 034700 市立瑞梅國小 [326]桃園市楊梅區梅溪里頭重溪26號 任○珍 五年仁班 吳鳳仙 校長

桃園市 034725 市立石門國小 [325]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88號 巫○禾 六年一班 陳秀惠 校長

桃園市 034727 市立龍源國小 [325]桃園市龍潭區高平里深窩子16之1號 李○晴 三年甲班 楊建華 校長

桃園市 034732 市立義盛國小 [336]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一鄰11號 彭○宇 六年甲班 陳建灯 校長

桃園市 034747 市立同安國小 [330]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一街48號 湯○鈺 六年三班 徐自弘 校長

桃園市 034787 市立長庚國小 [333]桃園市龜山區長庚醫護新里425號 楊○萱 五年一班 謝明杰 校長

基隆市 173603 市立忠孝國小 [202]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56巷150號 鄭○宏 六年一班 蔡永輝 校長

基隆市 173607 市立中興國小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40號 陳○妤 五年忠班 楊志欽 校長

新北市 014610 市立文聖國小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86號 彭○鈞 六年五班 陳錫龍 校長

新北市 014612 市立文德國小 [220]新北市板橋區新翠里英士路179號 吳○芸 六年十班 李慧美 校長

新北市 014614 市立文林國小 [238]新北市樹林區潭底里千歲街59號 羅○鴻 六年五班 鄭旭泰 校長

新北市 014628 市立大成國小 [237]新北市三峽區成福路215巷2號 張○絨 五年福班 賴添詢 校長

新北市 014635 市立興南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135巷24號 曹○鑫 六年七班 曾長麗 校長

新北市 014637 市立積穗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4號 易○津 六年四班 范振倫 校長

新北市 014645 市立永平國小 [234]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25號 陳○佑 四年二班 唐永安 校長

新北市 014649 市立廣福國小 [236]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27號 黃○凱 六年六班 張美鳳 校長

新北市 014659 市立野柳國小 [207]新北市萬里區野柳村港東路167號 羅○勳 五年忠班 張錦霞 校長

新北市 014664 市立中角國小 [208]新北市金山區萬壽村海興路49號 王○仁 六年甲班 朱聖文 校長

新北市 014670 市立大豐國小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08號 王○涵 六年三班 姜孟佑 校長

新北市 014685 市立德拉楠民族實小 [233]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村李茂岸56號 馬○歆 六年甲班 陳進德 校長

新北市 014689 市立瑞濱國小 [224]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34號 鍾○萱 一年忠班 李瑩映 校長

新北市 014696 市立鼻頭國小 [224]新北市瑞芳區鼻頭里鼻頭路99號 郭○峰 六年甲班 李延昌 校長

新北市 014697 市立雙溪國小 [227]新北市雙溪區共和村東榮街54號 林○薰 三年甲班 葉永菁 校長

新北市 014708 市立福連國小 [228]新北市貢寮區福連村福連街1號 吳○愷 四年甲班 梁均紘 校長

巍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〇學年第一學期勁梅校長獎獲獎名單

註:本學期獎助學金每名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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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014710 市立菁桐國小 [226]新北市平溪區菁桐街45號 詹○博 五年甲班 翁俊生 校長

新北市 014713 市立育英國小 [251]新北市淡水區埤島里14號 陳○鈞 四年忠班 陳東鴻 校長

新北市 014717 市立興仁國小 [251]新北市淡水區興仁路101巷10號 林○澄 五年甲班 楊順宇 校長

新北市 014720 市立中泰國小 [251]新北市淡水區中和里北勢子5號 羅○祐 六年甲班 陳莉君 校長

新北市 014729 市立新莊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立人里中正路86號 徐○岭 五年四班 張信務 校長

新北市 014732 市立頭前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頭前里化成路231號 林○安 六年二班 周崇儒 校長

新北市 014735 市立丹鳳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山路三段625號 黃○程 六年一班 張以桓 校長

新北市 014739 市立泰山國小 [243]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255號 盧○卉 六年七班 張萬枝 校長

新北市 014741 市立成州國小 [248]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93號 吳○民 五年四班 王淑玲 校長

新北市 014748 市立米倉國小 [249]新北市八里區米倉村龍米路2段129巷1號 金○勳 二年仁班 余屹安 校長

新北市 014750 市立南勢國小 [244]新北市林口區南勢村52號 蔡○洧 六年三班 唐玉真 校長

新北市 014754 市立三重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號 游○嫻 六年六班 朱富榮 校長

新北市 014758 市立碧華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60號 劉○俞 三年一班 賴森華 校長

新北市 014761 市立正義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31號 翁○成 一年二班 陳勇達 校長

新北市 014774 市立安和國小 [236]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3號 游○瑩 六年九班 廖文志 校長

新北市 014777 市立建國國小 [239]新北市鶯歌區育英街2號 王○佳 六年四班 林建能 校長

新北市 014778 市立安溪國小 [237]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2號 邱○芸 三年四班 陳淨怡 校長

新北市 014779 市立樟樹國小 [221]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1巷2號 彭○翔 五年一班 邱俊傑 校長

新北市 014783 市立新興國小 [251]新北市淡水區新興街123號 楊○翔 五年三班 許文勇 校長

新北市 014784 市立重陽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13號 謝○穎 三年二班 胡銘浚 校長

新北市 014785 市立五華國小 [241]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41巷60號 林○傑 四年七班 吳正雄 校長

新北市 014786 市立成功國小 [247]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11號 黃○晨 三年十班 蕭惠文 校長

新北市 014788 市立榮富國小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93號 張○涵 五年二班 張伯瑲 校長

新北市 014796 市立光復國小 [235]新北市中和區光環路二段1號 范○元 六年一班 張明賢 校長

新北市 014797 市立秀峰國小 [221]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90號 高○霙 六年五班 戴雲卿 校長

新竹市 180601 國立新竹清大附小 [300]新竹市北區四維路47號 彭○軒 六年三班 溫儀詩 校長

新竹市 183601 市立新竹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興學街106號 林○云 五年五班 張淑玲 校長

新竹市 183605 市立西門國小 [300]新竹市北區北大路450號 周○綺 三年戊班 陳進豐 校長

新竹市 183607 市立東園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園後街25號 林○諺 四年十班 曾玉蓮 校長

新竹市 183608 市立三民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自由路66號 邱○葵 五年八班 陳智龍 校長

新竹市 183610 市立關東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關東路53號 林○梅 六年五班 李瑞剛 校長

新竹市 183618 市立大庄國小 [300]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48號 黃○慈 五年丁班 許雅惠 校長

新竹市 183620 市立朝山國小 [300]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五段648巷126號 謝○希 六年忠班 李麗娥 校長

新竹市 183626 市立舊社國小 [300]新竹市北區金竹路99號 陳○恩 六年二班 莊傑志 校長

新竹市 183628 市立科園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科學園路171號 陳○澄 三年二班 王國生 校長

新竹市 183629 市立高峰國小 [300]新竹市東區高翠路332巷2號 林○翊 四年仁班 劉向欣 校長

新竹縣 044609 縣立玉山國小 [306]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四鄰25號 鍾○芯 六年甲班 郭佳慧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