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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祖孫樂活珠算趣味競賽 選手成績登記表

比賽日期：2014年8月17日 比賽地點：新北市政府603大禮堂

單位 祖父母編號 姓名 學童編號 姓名 獎項

喬登美語長春分校 G0-001 李淑美 G1-001 陳子亦 金牌獎

喬登美語長春分校 G0-002 林殿鑫 G1-002 林莉嘉 銀牌獎

喬登美語長春分校 G0-003 鄧阿發 G1-003 周依潔 銀牌獎

益智文理補習班 G0-004 楊明富 G1-004 楊淳鈞 金牌獎

林老師美語珠心算 G0-005 阮家能 G1-005 阮豐翗 銀牌獎

永興文理補習班 G0-006 柯憲宗 G1-006 柯茗傑 金牌獎

吉的堡三峽分園 G0-007 吳金珠 G1-007 張鈞皓 銀牌獎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G0-008 江陳貴雲 G1-008 江彥辰 金牌獎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G0-009 郭月娟 G1-009 江彥萱 金牌獎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G0-010 曾美賀 G1-010 江侑倢 銀牌獎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G0-011 曾士芯 G1-011 江建寰 金牌獎

國際心算百齡校本部 G0-012 林文禮 G1-012 林青閑 銀牌獎

國際心算百齡校本部 G0-013 陳榮吉 G1-013 陳威儒 銀牌獎

國際心算百齡校本部 G0-014 陳王梅蘭 G1-014 陳紘立 銀牌獎

國際心算百齡校本部 G0-015 張陳珠 G1-015 侯凱騰  

國際心算大華分校 G0-016 潘精華 G1-016 潘禹丞 銀牌獎

國際心算大華分校 G0-017 章謨盛 G1-017 章乃心 銀牌獎

國際心算重慶分校 G0-018 周楊金枝 G1-018 周玟邑 銀牌獎

國際心算重慶分校 G0-019 賴郭素月 G1-019 賴佩妮 金牌獎

陳佳文珠心算補習班 G0-020 洪妤里 G1-020 陳信安 金牌獎

芷揚珠心算 G0-021 簡坤財 G1-021 謝媃伊 銀牌獎

芷揚珠心算 G0-022 陳麗珠 G1-022 陳畇綦 金牌獎

揚名心算才藝教室 G0-023 朱秀卿 G1-023 李愷宸 銀牌獎

啟勝珠心算 G0-024 彭馨瑩 G1-024 胡巧璇 金牌獎

啟勝珠心算 G0-025 張西珍 G1-025 李庭彣 金牌獎

啟勝珠心算 G0-026 李魁桐 G1-026 李潔霓 銀牌獎

啟勝珠心算 G0-027 蔣美珍 G1-027 朱晨愷  

天才心算 G0-028 施丙燈 G1-028 施喬馨 金牌獎

天才心算 G0-029 林麗華 G1-029 施信宇 金牌獎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G0-030 戴秀琴 G1-030 楊宸鑫 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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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博士珠心算班 G0-031 許寶秋 G1-031 翁聖崴 銀牌獎

鍾老師珠心算班 G0-032 顏明王 G1-032 顏承緯 銀牌獎

鍾老師珠心算班 G0-033 廖玉燕 G1-033 陳靖霖 銀牌獎

鍾老師珠心算班 G0-034 蔡元惠 G1-034 陳琳勻 金牌獎

冠亞心算 G0-035 陳明振 G1-035 林奕翰  

冠亞心算 G0-036 劉雲英 G1-036 林裕晏 金牌獎

世界一心算 G0-037 葉靜蘭 G1-037 呂昀謙 金牌獎

國際心算 G0-038 黃素真 G1-038 劉尚宥 銀牌獎

國際心算 G0-039 鄒玉宜 G1-039 詹元誠 銀牌獎

國際心算 G0-040 吳祥雲 G1-040 吳柏融 銀牌獎

潛能心算教室 G0-041 劉阿屘 G1-041 郭宇誠 銀牌獎

潛能心算教室 G0-042 劉余美智 G1-042 郭宇馨 銀牌獎

一加一珠心算班 G0-043 沈添壽 G1-043 莫仲軒 金牌獎

高佑宜珠心算教室 G0-044 郭泮 G1-044 郭采君  

高佑宜珠心算教室 G0-045 張瑞珠 G1-045 楊絜甯 銀牌獎

高佑宜珠心算教室 G0-046 高莊淑賢 G1-046 潘怡秀 銀牌獎

高佑宜珠心算教室 G0-047 蔡瓊姬 G1-047 劉羿欣 銀牌獎

KiKi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G0-048 謝瑩 G1-048 謝其恩 金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