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高手雲集展神功」科學創意營 

錄取名單公告 

一、本次錄取名單如下： 

編號 行政區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1 士林區 三玉國小 林聖威(男) 

2 士林區 百齡國小 周士凱(男) 

3 士林區 百齡國小 何旻臻(女) 

4 士林區 芝山國小 洪浚富(男) 

5 士林區 芝山國小 金姷均(女) 

6 士林區 福林國小 郭定倫(男) 

7 士林區 私立華興國小 戴承睿(男) 

8 士林區 私立華興國小 吳承胤(男) 

9 士林區 雨農國小 周宥宇(男) 

10 士林區 雨農國小 黃馨儀(女) 

11 士林區 社子國小 林泰宏(男) 

12 士林區 溪山國小 周致嶢(男) 

13 士林區 雨聲國小 黃大哲(男) 

14 士林區 士東國小 陳靖旻(男) 

15 士林區 士東國小 吳靖璿(男) 

16 大同區 蓬萊國小 施舜寶(男) 

17 大同區 蓬萊國小 周恩暘(男) 

18 大同區 日新國小 蘇慈嫺(女) 

19 大同區 日新國小 李昭安(男) 

20 大同區 雙蓮國小 林承賢(男) 

21 大同區 永樂國小 陳佳婕(女) 

22 大同區 永樂國小 許詠進(男) 

23 大同區 大橋國小 顏丞均(男) 

24 大同區 大龍國小 蔡宜璇(女) 

25 大同區 大龍國小 簡堉浩(男) 

26 大安區 仁愛國小 陳  元(女) 

27 大安區 仁愛國小 王俐人(女) 

28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蔡奕寬(男) 

29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趙冠柏(男) 



30 大安區 金華國小 沈榆軒(女) 

31 大安區 金華國小 李沁容(女) 

32 大安區 龍安國小 黃昱寧(男) 

33 大安區 龍安國小 吳季慈(女) 

34 大安區 幸安國小 謝馥琳(女) 

35 大安區 幸安國小 甘  恬(女) 

36 大安區 新生國小 林暄恩(男) 

37 大安區 銘傳國小 林昱丞(男) 

38 大安區 大安國小 顏希而(女) 

39 大安區 大安國小 陳閱思(男) 

40 中山區 大直國小 許家瑄(女) 

41 中山區 吉林國小 陳宥澄(男) 

42 中山區 吉林國小 謝承恩(男) 

43 中山區 中山國小 吳俊頡(男) 

44 中山區 中山國小 張恩翟(男) 

45 中山區 濱江國小 林育安(男) 

46 中山區 濱江國小 王中成(男) 

47 中正區 螢橋國小 張宸嘉(男) 

48 中正區 螢橋國小 林祐萱(女) 

49 中正區 市大附小 梁惟中(男) 

50 中正區 市大附小 張翊慈(女) 

51 中正區 河堤國小 紀筱彤(女) 

52 中正區 河堤國小 黃㒥陞(男) 

53 中正區 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蔡東坤(男) 

54 中正區 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黃安睿(女) 

55 內湖區 新湖國小 鄭詠銓(男) 

56 內湖區 新湖國小 劉家誠(男) 

57 內湖區 南湖國小 馬秉逸(男) 

58 內湖區 西湖國小 戴聖文(男) 

59 內湖區 康寧國小 潘穎融(女) 

60 內湖區 東湖國小 謝韋翔(男) 

61 內湖區 東湖國小 侯宣羽(女) 

62 文山區 景美國小 郭晉安(男) 

63 文山區 溪口國小 葉育華(男) 

64 文山區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潘  燁(男) 

65 文山區 興隆國小 林均頤(男) 

66 文山區 興隆國小 曹立蓉(女) 



67 文山區 辛亥國小 歐祐亨(男) 

68 文山區 辛亥國小 許子儀(女) 

69 文山區 志清國小 劉騏睿(男) 

70 文山區 志清國小 吳宥頡(男) 

71 北投區 立農國小 蕭翔駿(男) 

72 北投區 立農國小 許博詠(男) 

73 北投區 明德國小 劉得恩(男) 

74 北投區 明德國小 邱以昕(男) 

75 北投區 桃源國小 黃凱恆(男) 

76 北投區 私立薇閣國小 莊立棋(男) 

77 北投區 石牌國小 莊勝淮(男) 

78 北投區 石牌國小 魏得安(男) 

79 北投區 文化國小 劉書愷(男) 

80 北投區 文化國小 林善閔(男) 

81 松山區 敦化國小 李訓霆(男) 

82 松山區 敦化國小 周芸平(女) 

83 松山區 民族國小 張鈞甯(女) 

84 松山區 民族國小 李懿臻(女) 

85 松山區 健康國小 黃宇綸(男) 

86 松山區 健康國小 王禹涵(女) 

87 松山區 民權國小 李  曄(男) 

88 松山區 民權國小 簡睿均(男) 

89 松山區 民生國小 林竣宇(男) 

90 松山區 民生國小 吳亞希(女) 

91 信義區 三興國小 徐承佑(男) 

92 信義區 光復國小 陳  風(男) 

93 信義區 光復國小 許今華(女) 

94 信義區 永吉國小 馬季孺(女) 

95 信義區 永吉國小 王宇翔(男) 

96 信義區 信義國小 鄭宇崴(男) 

97 信義區 信義國小 林庠鏞(男) 

98 南港區 南港國小 謝宥渠(男) 

99 南港區 南港國小 楊敦博(男) 

100 南港區 修德國小 錢子耘(女) 

101 萬華區 西園國小 蕭宇廷(男) 

102 萬華區 西園國小 楊凱安(男) 

103 萬華區 華江國小 許淨涵(女) 



104 萬華區 私立光仁國小 林廷翰(男) 

105 萬華區 私立光仁國小 鄭可名(男) 

106 萬華區 萬大國小 黃聖祐(男) 

107 萬華區 萬大國小 林育廷(男) 

108 萬華區 大理國小 李淏昱(男) 
 

※注意事項： 

1.本次學生報名人數額滿，本校已於 9/21(四)09:00完成公開抽籤作業，確定

錄取名單。公開抽籤資訊公告於國語實小網站首頁及「106科創營」專區，

請自行上網瀏覽說明。 

2.上表錄取學生編號僅供公告使用，正式報到後學員編號會另行通知。 

3.因應課程需要，參加本活動之學生，請務必自備文具用品，自備項目於錄取

後另行通知。 

4.活動當天，參加學員由承辦單位國語實小提供午餐，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水

壺。 

5.因捷運工程施工，承辦單位國語實小恕不提供停車空間，請參加學員自行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到活動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