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全國心算比賽暨國際邀請賽 國小二年級組 選手名單 
比賽日期：2016 年 8 月 27 日  比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603 大禮堂 

 

編號 姓名 單位 

B2-001 林佑恩 何老師珠心算教學中心

B2-002 謝鎧駿 台北市文林國小 

B2-003 楊鈞兆 崇育文理珠心算補習班

B2-004 黃證凌 昇揚珠心算文理補習班

B2-005 馬浩鈞 昇揚珠心算文理補習班

B2-006 莊甯絧 新北市後埔國小 

B2-007 趙郁柔 小狀元文教機構 

B2-008 郭紜華 冠亞心算 

B2-009 洪聖哲 冠亞心算 

B2-010 陳亮辰 冠亞心算 

B2-011 李承翰 冠亞心算 

B2-012 王士豪 牛頓補習班 

B2-013 王昱蒨 牛頓補習班 

B2-014 王品喬 益智文理補習班 

B2-015 黃郁晴 益智文理補習班 

B2-016 吳鎮緯 益智文理補習班 

B2-017 鍾安綺 益智文理補習班 

B2-018 李語軒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B2-019 葉家均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B2-020 畢德傑 洪老師 

B2-021 胡辰瑋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B2-022 蔡昕容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 

B2-023 顏子皓 揚名心算才藝教室 

B2-024 吳秉鴻 培幼兒童學苑 

B2-025 張羽涵 台北市三玉國小 

B2-026 林孜璇 拓遠補習班 

B2-027 詹宜妏 拓遠補習班 

B2-028 朱凡煊 拓遠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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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29 高辰詒 國際心算桃園區 

B2-030 蘇祐頡 國際心算桃園區 

B2-031 王祐心 國際心算桃園區 

B2-032 曾子瑀 國際心算桃園區 

B2-033 沈秉毅 凱新美語 

B2-034 謝睿哲 啟勝珠心算 

B2-035 許宇翔 啟勝珠心算 

B2-036 張云熙 啟勝珠心算 

B2-037 林佑承 啟勝珠心算 

B2-038 朱晨愷 啟勝珠心算 

B2-039 鄭皓謙 啟勝珠心算 

B2-040 戴立承 啟勝珠心算 

B2-041 林子玄 靜立托兒所 

B2-042 吳旭隆 靜立托兒所 

B2-043 李威德 靜立托兒所 

B2-044 賴柏諺 金算家資優心算數學 

B2-045 吳仲騏 金算家資優心算數學 

B2-046 賴忻妤 金算家資優心算數學 

B2-047 蔡淳安 金算家資優心算數學 

B2-048 廖宜恩 必勝珠算大道教室 

B2-049 謝品頤 必勝珠算大道教室 

B2-050 吳若綺 必勝珠算大道教室 

B2-051 陳宥方 必勝珠算大道教室 

B2-052 林祐守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3 賴子漾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4 林昀蓉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5 謝承曄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6 陳映澄 一加一珠心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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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57 張益銨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8 方聖元 一加一珠心算班 

B2-059 鄭羽岑 育立珠心算 

B2-060 謝婷瑀 育立珠心算 

B2-061 賴宥辰 許老師教室 

B2-062 王惇禾 蕙芯文理珠心算新竹區

B2-063 李翊任 超人魔法心算 

B2-064 吳邦睿 超人魔法心算 

B2-065 黃沛蓁 超人魔法心算 

B2-066 許育豪 國際心算 

B2-067 鍾承恩 國際心算 

B2-068 石秉洋 國際心算 

B2-069 陳俐伶 國際心算 

B2-070 陳柏澔 國際心算 

B2-071 辜郁婷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B2-072 王譽達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B2-073 徐怡婷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B2-074 鄭翔尹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B2-075 羅向安 國王文理語文補習班 

B2-076 蔡囷洧 鵝媽媽 

B2-077 張堡舜 鵝媽媽 

B2-078 黃歆惟 鵝媽媽 

B2-079 林興華 鵝媽媽 

B2-080 許惟恩 可爾威德幼兒園 

B2-081 鄭宇恩 何老師珠心算班 

B2-082 吳貫宇 學海珠心算補習班 

B2-083 林沄沄 味全文教 

B2-084 陳姿涵 味全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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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85 簡愷均 味全文教 

B2-086 郭采妮 味全文教 

B2-087 蔡艾芸 味全文教 

B2-088 鄭雅竹 味全文教 

B2-089 王名豐 芷揚珠心算 

B2-090 林芷潔 芷揚珠心算 

B2-091 謝承宏 芷揚珠心算 

B2-092 高榆傑 必勝珠算永吉教室 

B2-093 陳子軒 必勝珠算永吉教室 

B2-094 郭淑儀 嘉義大同 

B2-095 陳妙如 嘉義大同 

B2-096 林恩澤 嘉義大同 

B2-097 陳玟妗 嘉義大同 

B2-098 詹承恩 嘉義大同 

B2-099 張莘稚 嘉義大同 

B2-100 蕭籽瑩 嘉義大同 

B2-101 曾子居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2 許君宇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3 張懷文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4 張祌宏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5 張中安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6 蔡宜鈞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7 林煒家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8 林宜妏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B2-109 黃佩婷 冠能珠心算班 

B2-110 鄭靖叡 智能文教 

B2-111 柯茗傑 永興文理補習班 

B2-112 蔡宜廷 林老師家教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