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4年度國民小學原住民族語學藝競賽 
朗          讀            組 

阿美族語朗讀組 

【北區】 【南區】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耿孟辰 市立永安國小 1 王建文 市立潭美國小 1 

李其芸 市立長安國小 2 陳姿瑜 市立南湖國小 2 

詹苡廷 市立葫蘆國小 3 王瑀 市立南湖國小 3 

李子非 市立文化國小 4 萬岦濰 市立舊莊國小 4 

陳慈恩 市立石牌國小 5 劉奕葳 市立新生國小 5 

張永承 市立永樂國小 6 曾潔瑜 市立明湖國小 6 

王詠甯 市立長春國小 優等 楊昀蓁 市立溪口國小 優等 

陳沛瑄 市立國語實小 優等 李昕語 市立信義國小 優等 

高語彤 市立日新國小 優等 林彣儒 市立東新國小 優等 

高君宜 市立太平國小 優等 蘇禹丞 市立東湖國小 優等 

張駱妍妮 市立長安國小 優等 何柏穎 市立景興國小 優等 

黃鈴軒 市立福星國小 優等 高晨翔 市立力行國小 優等 

賴妍安 市立關渡國小 優等 李昱杰 市立實踐國小 優等 

薛琮熹 市立大學附小 優等 朱淑菁 市立碧湖國小 優等 

沈韋岑 市立雙蓮國小 優等 劉惟功 市立西湖國小 優等 

武昱安 市立關渡國小 優等 莊璽程 市立南港國小 優等 

   張昊恩 市立力行國小 優等 

   林敬恒 市立民生國小 優等 

   紀乃云 市立景美國小 優等 

   王妃 市立興雅國小 優等 

   陳恩 市立松山國小 優等 

   李文耀 市立康寧國小 優等 

   游新楷 市立健康國小 優等 

   王羿封 市立永吉國小 優等 



排灣族語朗讀組 

【北區】 【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周家安 市立士林國小 1 陳皓宇 市立東新國小 優等 

蔡瑞春 市立新和國小 2 李志桓 市立溪口國小 優等 

潘宥蓁 市立文化國小 3 張奕琳 市立光復國小 優等 

黃玉綺 市立桃源國小 4    

 

布農族語朗讀組 

【北區】 【南區】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史兆琪 市立新和國小 1 
噶雅谷.犮

剌拉菲 
市立金華國小 1 

高婕玫 市立螢橋國小 2 王冕 市立南湖國小 2 

阿里.拿

凱蘇嵐

(蘇小孟) 

市立文林國小 3 邱詩筠 市立東湖國小 3 

杜詩湘 市立五常國小 4 王家豪 市立力行國小 4 

林嘉瑜 市立大佳國小 5 曹瑨 市立景興國小 5 

黃裕翔 市立蘭雅國小 6    

余林娟萱 市立忠孝國小 優等    

王珮謙 市立文化國小 優等    

韋彥安 
市立大學附設實驗

國小 
優等    

田高慈 市立士林國小 優等    

馮紹傑 市立桃源國小 優等    

  



卑南族語朗讀組 

【北區】-觀摩賽 【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陳希 市立石牌國小 優等 劉永森 市立萬福國小 優等 

曾維佑 市立東園國小 優等 王承瓏 市立修德國小 優等 

陳亭羽 市立天母國小 優等 洪士膺 市立大安國小 優等 

   陳以真 市立溪口國小 優等 

 

泰雅族語朗讀組 

【北區】 【南區】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張準延 市立湖山國小 1 廖蕙璇 市立明湖國小 1 

洪微晞 市立大橋國小 2 陳世杰 市立金華國小 2 

李柏宏 市立雨農國小 3 林承漢 市立光復國小 3 

許逸安 市立大學附小 4 張宣伶 市立康寧國小 4 

李名哲 市立湖山國小 5 黃威愷 市立南湖國小 5 

   楊宇珊 市立健康國小 6 

   謝駿皓 市立力行國小 優等 

 

 

鄒族語朗讀組 

【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石翊安 市立士東國小 優等 

 



魯凱族語朗讀組 

【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藍宗岳 市立劍潭國小 優等 

鍾汶修 市立大學附小 優等 

 

賽夏族語朗讀組 

【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趙淇樂 市立民權國小 優等 

 

太魯閣族語朗讀組 

【北區】-觀摩賽 【南區】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陳吳弈萱 市立葫蘆國小 優等 謝怡君 市立金華國小 1 

江佳霖 市立長春國小 優等 金以琳 市立興華國小 2 

張家宏 市立雨農國小 優等 王璿徹 市立麗湖國小 3 

   侯樺蓁 市立永建國小 4 

 

撒奇萊雅族語朗讀組 

【南區】-觀摩賽 

姓名 學校名稱 名次 

鄭林俊成 市立興德國小 優等 

何駿暘 市立西松國小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