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全國心算比賽暨國際邀請賽 國小三年級組 選手名單 
比賽日期：2018 年 8 月 5 日  比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603 大禮堂 

 

編號 姓名 單位 

A3-001 陳奕安 何老師專業珠心算中心

A3-002 邱紹琦 桃園市莊敬國小 

A3-003 楊予姍 必勝珠算 

A3-004 黃振嘉 必勝珠算 

A3-005 田郁萱 益智文理補習班 

A3-006 郭恩妤 益智文理補習班 

A3-007 黃熙桐 益智文理補習班 

A3-008 李恆宇 益智文理補習班 

A3-009 賴汎榳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A3-010 侯姿瑜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A3-011 廖怡甄 真會算珠心算補習班 

A3-012 陳新元 黃氏珠心算大灣分校 

A3-013 周峻宇 黃氏珠心算大港分校 

A3-014 葉民佑 黃氏珠心算文元分校 

A3-015 戴銘均 黃氏珠心算文元分校 

A3-016 劉姿佑 黃氏珠心算文元分校 

A3-017 戴銘亨 黃氏珠心算文元分校 

A3-018 張博凱 黃氏珠心算新化分校 

A3-019 陳品涵 黃氏珠心算新化分校 

A3-020 陳宥均 黃氏珠心算新化分校 

A3-021 黃郁軒 黃氏珠心算歸仁分校 

A3-022 李芊葳 黃氏珠心算歸仁分校 

A3-023 李品叡 許老師教室 

編號 姓名 單位 

A3-024 洪苡宸 拓遠補習班 

A3-025 李承叡 拓遠補習班 

A3-026 王鈺昌 拓遠補習班 

A3-027 陳冠蓉 拓遠補習班 

A3-028 李思嫻 台北復興 

A3-029 吳宗翰 國際心算桃園區 

A3-030 賴家禾 國際心算桃園區 

A3-031 邱緯宸 國際心算桃園區 

A3-032 董宥承 國際心算桃園區 

A3-033 黃祺宸 鵝媽媽 

A3-034 簡季亭 鵝媽媽 

A3-035 張軒瑜 鵝媽媽 

A3-036 蔡汭宸 鵝媽媽 

A3-037 郭承翰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A3-038 黃婕晏 鍾老師珠心算補習班 

A3-039 廖梓捷 林文桂 

A3-040 陳承季 超人魔法心算補習班 

A3-041 陳豊喆 嘉義大同 

A3-042 陳芊妤 嘉義大同 

A3-043 黃品智 嘉義大同 

A3-044 林祜宏 嘉義大同 

A3-045 黃宇陞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A3-046 吳芷涵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2018 年全國心算比賽暨國際邀請賽 國小三年級組 選手名單 
比賽日期：2018 年 8 月 5 日  比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603 大禮堂 

 

編號 姓名 單位 

A3-047 黃俊豪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A3-048 游子昀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A3-049 楊子玄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A3-050 劉昌卉 KiKi 家族連鎖教育機構

A3-051 劉懿萱 學海珠心算補習班 

A3-052 何愷鈞 學海珠心算補習班 

A3-053 邱柔馨 學海珠心算補習班 

A3-054 莊佳樺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55 陳律蘋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56 蕭敔娸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57 吳秉恩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58 陳品臻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59 盧冠豪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60 潘宥辰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61 沈沛妤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62 廖品玨 一加一珠心算班 

A3-063 林亞臻 潛能心算教室 

A3-064 李彥德 潛能心算教室 

A3-065 李宛芯 潛能心算教室 

A3-066 林泰圻 潛能心算教室 

A3-067 陳卉蓁 新春語文珠心算 

編號 姓名 單位 

A3-068 陳澄梓 新春語文珠心算 

A3-069 陳宥霖 冠亞心算 

A3-070 許泰晟 冠亞心算 

A3-071 李哲宇 冠亞心算 

A3-072 蔡杰穎 王老師心算班 

A3-073 劉定穠 台北國際心算 

A3-074 詹元誠 台北國際心算 

A3-075 梁振恩 台北國際心算 

A3-076 賴泊恩 啟勝珠心算 

A3-077 李潔霓 啟勝珠心算 

A3-078 呂鴻宇 啟勝珠心算 

A3-079 張雲淞 啟勝珠心算 

A3-080 陳政諺 啟勝珠心算 

A3-081 邱家彥 啟勝珠心算 

A3-082 張珈禎 啟勝珠心算 

A3-083 吳采諭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新竹區

A3-084 陳柏澔 蕙芯文理珠心算班新竹區

A3-085 黃品璇 味全文教 

A3-086 郭語安 味全文教 

A3-087 盧禾湘 味全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