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定期考查進步獎學生名單

※依座號排序 110.12.06

二忠 4 吳育翔 三忠 1 王定平 四忠 1 朱辰晧 五忠 1 王永然 六忠 14 温子霆

二忠 18 簡睿辰 三忠 5 高御恩 四忠 12 陳伯記 五忠 5 周哲諒 六忠 17 楊眾丞

二忠 22 吳永寧 三忠 14 游永騰 四忠 13 陳品叡 五忠 20 顏弘翔 六忠 18 廖品超

二忠 27 林語璇 三忠 20 羅鈺程 四忠 22 洪楷芯 五忠 31 張浩寧 六忠 36 廖子嫻

二忠 37 趙翊庭 三忠 29 林依璇 四忠 34 許芝綺 五忠 34 陳昱安 六忠 40 羅翎家

二孝 10 許敏鈺 三孝 5 周衍均 四孝 5 洪祁鉉 五孝 6 林杰信 六孝 22 譚宇皓

二孝 14 黃喆彥 三孝 7 張久恩 四孝 7 林昕禾 五孝 8 洪程洋 六孝 32 高欣妤

二孝 17 蔡政杰 三孝 25 袁誼倩 四孝 16 劉泳潮 五孝 16 廖品崴 六孝 35 陳佳琦

二孝 18 蔣鈞安 三孝 26 馬可宸 四孝 18 鄭修華 五孝 17 鄭勝元 六孝 37 楊雲昕

二孝 23 沈思妤 三孝 37 劉品誼 四孝 24 林晨妤 五孝 18 鮑衍忞 六孝 40 駱又熙

二仁 8 野村嘉志 三仁 3 李晢曦 四仁 3 李郡文 五仁 4 吳淳深 六仁 1 呂宗瑾

二仁 11 陳禹丞 三仁 4 林仕泓 四仁 4 林兆崴 五仁 12 李承澤 六仁 3 周嘉恩

二仁 16 黃功曜 三仁 19 盧允睿 四仁 24 朱姿穎 五仁 19 蔡昌耘 六仁 17 黃柏仁

二仁 21 王宥晴 三仁 26 柳米亞 四仁 29 馬巧芯 五仁 24 李玟儀 六仁 26 李芸

二仁 25 周芮安 三仁 35 黃子芸 四仁 30 連子甯 五仁 35 湯智珺 六仁 30 郭海茵

二愛 6 馬璿凱 三愛 4 林士軒 四愛 5 林楷紘 五愛 3 余若凡 六愛 22 陳昱翔

二愛 10 陳宇謙 三愛 16 蔡明澔 四愛 30 馬修珩 五愛 22 林子晴 六愛 24 呂芊藝

二愛 15 趙晨廷 三愛 22 呂詠頤 四愛 31 馬琳珺 五愛 25 李宜臻 六愛 25 周書歆

二愛 20 魏楷宸 三愛 26 林宇娜 四愛 37 詹唅 五愛 31 陳雪妮 六愛 27 林宥岑

二愛 23 朱珮芹 三愛 30 徐佑琪 四愛 38 詹軒 五愛 35 黃紹瑄 六愛 34 陳湘晴

二信 3 朱皓辰 三信 4 杜威翰 四信 5 謝沃餘 五信 6 邱思祐 六信 13 陳芳全

二信 4 吳宸睿 三信 16 黃楚然 四信 16 黃柏睿 五信 15 陳豫 六信 22 陳粲勳

二信 15 黃上騰 三信 30 郭姵語 四信 18 張家榕 五信 23 吳宜臻 六信 30 陳奕彤

二信 17 楊宸瑋 三信 37 戴采榆 四信 24 朱永晴 五信 35 鄧倚安 六信 36 蔡欣嬡

二信 28 林芃彣 三信 40 蘇晏子 四信 37 蔡琂皙 五信 40 蘇品臻 六信 38 盧姸安

三義 9 張介愷 四義 6 李浩睿 五義 7 洪祈頊 六義 1 任惟

三義 14 陳嘉安 四義 15 陳泓旭 五義 13 傅名佑 六義 5 吳霽庭

三義 24 李采奕 四義 16 顧智斌 五義 17 楊恆瑞 六義 23 羅元澤

三義 26 林思印 四義 25 林映彤 五義 19 鄭昕彥 六義 26 李采珞

三義 27 邱品潔 四義 35 陳大永 五義 28 林品函 六義 30 劉書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