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橋國小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後社團第 1 階段報名名單 

 

週日童軍團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231 童軍團 陳科頴 一乙 

2 231 童軍團 柯宇恩 二甲 

3 231 童軍團 張易恩 二乙 

4 231 童軍團 陳子懿 三甲 

5 231 童軍團 黃子軒 三乙 

6 231 童軍團 張庭維 四甲 

7 231 童軍團 陳宥安 四乙 

8 231 童軍團 張庭愷 五乙 

9 231 童軍團 鄧安富 四乙 

10 231 童軍團 楊詮盛 四乙 

 

週一桌球初階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桌球初階 林守仁 一甲 

2 桌球初階 洪翊翔 一甲 

3 桌球初階 黃子甯 一甲 

4 桌球初階 林沁蘅 一甲 

5 桌球初階 林芝湘 一甲 

6 桌球初階 張睿恩 一甲 

7 桌球初階 蘇子豪 一乙 

8 桌球初階 黃唯軒 一乙 

9 桌球初階 劉樂婕 一乙 

10 桌球初階 蔡云臻 一乙 

11 桌球初階 藍天陽 一丙 

12 桌球初階 陳彥璁 一丙 

13 桌球初階 劉祐廷 一丙 

14 桌球初階 黃楷評 一丙 

15 桌球初階 劉柏亨 一丙 

16 桌球初階 劉為孜 一丙 

17 桌球初階 林侑甫 二甲 

18 桌球初階 董羽飛 二甲 

19 桌球初階 黃楷苓 二甲 



20 桌球初階 高珩軒 二甲 

21 桌球初階 張婕婗 二甲 

22 桌球初階 柯宇恩 二甲 

23 桌球初階 林羿辰 二乙 

24 桌球初階 李昀芳 二乙 

25 桌球初階 馬于芯 二乙 

 

週一羽球社名單 

抽籤序號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羽球 卓傑仁 四甲 

2 羽球 湯安淇 四甲 

3 羽球 林庭安 四乙 

4 羽球 黃子軒 三乙 

5 羽球 王郁忻 四甲 

6 羽球 陳品妤 六甲 

7 羽球 周盈希 四甲 

8 羽球 張維中 四甲 

9 羽球 杜彥儒 五乙 

10 羽球 陳奇威 四甲 

11 羽球 吳允浩 五乙 

12 羽球 蔡淳鈺 六乙 

13 羽球 林琪真 三甲 

14 羽球 張喆宥 三甲 

15 羽球 蔡典育 六甲 

16 羽球 黃詣展 三甲 

17 羽球 黃柏閎 五乙 

18 羽球 蕭曼君 四甲 

19 羽球 張韡繻 五甲 

20 羽球 林宸希 四甲 

21 羽球 林彣蔓 六乙 

22 羽球 邱楚軒 五甲 

23 羽球 歐峻廷 四乙 

24 羽球 杜仲翊 四甲 

25 羽球 葉紹霆 四乙 

26 羽球 楊璨吾 四甲 

27 羽球 葉瀚升 五乙 

28 羽球 楊詮盛 四乙 



29 羽球 楊棠晰 六乙 

30 羽球 楊貽婷 三乙 

備 1 羽球 楊婷宇 四甲 

備 2 羽球 蔡秉翰 三甲 

備 3 羽球 翁宇駿 五甲 

備 4 羽球 黃柏誠 三甲 

備 5 羽球 張采凝 六乙 

備 6 羽球 溫哲立 三乙 

備 7 羽球 呂云蕎 四乙 

備 8 羽球 林于竣 四甲 

 

週二游泳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週二游泳 陳勁廷 一甲 

2 週二游泳 林守仁 一甲 

3 週二游泳 黃子甯 一甲 

4 週二游泳 陳冠豪 一甲 

5 週二游泳 陳沛妤 一乙 

6 週二游泳 林芷安 一乙 

7 週二游泳 蔡云臻 一乙 

8 週二游泳 歐陽萱 一乙 

9 週二游泳 蘇子瑜 一丙 

10 週二游泳 陳穎希 一丙 

11 週二游泳 蕭喬安 一丙 

12 週二游泳 楊紫彤 二甲 

13 週二游泳 汪裕恆 二甲 

14 週二游泳 張芸芸 二甲 

15 週二游泳 林恩伃 二甲 

16 週二游泳 陳妍臻 二甲 

17 週二游泳 楊至岡 二甲 

18 週二游泳 柯宇恩 二甲 

19 週二游泳 蘇人鴻 二乙 

20 週二游泳 蔡念家 二乙 

21 週二游泳 陳宥采 二乙 

22 週二游泳 張易恩 二乙 

23 週二游泳 李昀芳 二乙 

24 週二游泳 江佳穎 三甲 



25 週二游泳 陳弘錕 三乙 

26 週二游泳 黃晶晶 三乙 

27 週二游泳 彭薰誼 三乙 

28 週二游泳 楊璨吾 四甲 

29 週二游泳 陳子茜 四甲 

30 週二游泳 陳品妤 六甲 

31 週二游泳 林尹千 六甲 

 

週二圍棋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週二圍棋 蘇子豪 一乙 

2 週二圍棋 沈宥彣 一乙 

3 週二圍棋 黃楷評 一丙 

4 週二圍棋 蕭智謙 一丙 

5 週二圍棋 許名揚 二甲 

6 週二圍棋 馬于芯 二乙 

7 週二圍棋 張喆宥 三甲 

8 週二圍棋 蕭曼君 四甲 

9 週二圍棋 黃  泯 四甲 

10 週二圍棋 李昀倢 四乙 

11 週二圍棋 杜彥儒 五乙 

 

週二威武跆拳道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威武跆拳道 溫哲安 一甲 

2 威武跆拳道 李彥希 一甲 

3 威武跆拳道 盧柏丞 一乙 

4 威武跆拳道 陳彥璁 一丙 

5 威武跆拳道 劉柏亨 一丙 

6 威武跆拳道 藍植渝 一丙 

7 威武跆拳道 葉合婷 一丙 

8 威武跆拳道 蔡念佑 二甲 

9 威武跆拳道 吳睿峰 二甲 

10 威武跆拳道 高珩軒 二甲 

11 威武跆拳道 柯宇恩 二甲 

12 威武跆拳道 林宥呈 二乙 

13 威武跆拳道 盧柏愷 二乙 



14 威武跆拳道 黃柏銓 二乙 

15 威武跆拳道 陳曦 二乙 

16 威武跆拳道 李芮希 二乙 

17 威武跆拳道 林琪真 三甲 

18 威武跆拳道 溫哲立 三乙 

19 威武跆拳道 吳宥頡 三乙 

20 威武跆拳道 楊貽婷 三乙 

21 威武跆拳道 杜仲翊 四甲 

22 威武跆拳道 陳芃臻 四甲 

23 威武跆拳道 吳家鈞 四乙 

24 威武跆拳道 許宇磊 四乙 

25 威武跆拳道 陳宥安 四乙 

26 威武跆拳道 林尹詰 四乙 

27 威武跆拳道 陳柏佑 四乙 

28 威武跆拳道 楊詮盛 四乙 

29 威武跆拳道 陳柏安 五甲 

30 威武跆拳道 張韡繻 五甲 

31 威武跆拳道 施宥慈 六甲 

 

週三直排輪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直排輪 林守仁 一甲 

2 直排輪 洪翊翔 一甲 

3 直排輪 黃子甯 一甲 

4 直排輪 林沁蘅 一甲 

5 直排輪 曾瑀晴 一甲 

6 直排輪 林芝湘 一甲 

7 直排輪 蘇子豪 一乙 

8 直排輪 沈宥彣 一乙 

9 直排輪 蔡云臻 一乙 

10 直排輪 吳沛恩 一乙 

11 直排輪 陳彥璁 一丙 

12 直排輪 劉祐廷 一丙 

13 直排輪 黃楷評 一丙 

14 直排輪 陳信衡 一丙 

15 直排輪 藍植渝 一丙 

16 直排輪 林可歆 一丙 



17 直排輪 劉為孜 一丙 

18 直排輪 梁倚晨 二甲 

19 直排輪 高珩軒 二甲 

20 直排輪 楊至岡 二甲 

21 直排輪 周律旻 二乙 

22 直排輪 林羿辰 二乙 

23 直排輪 江宸宇 二乙 

24 直排輪 陳樂伊 三乙 

25 直排輪 彭薰誼 三乙 

26 直排輪 林暐翔 五甲 

 

週四創意積木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創意積木 張睿恩 一甲 

2 創意積木 蘇子豪 一乙 

3 創意積木 黃唯軒 一乙 

4 創意積木 蕭智謙 一丙 

5 創意積木 陳彥璁 一丙 

6 創意積木 劉柏亨 一丙 

7 創意積木 陳信衡 一丙 

8 創意積木 郭力睿 一丙 

9 創意積木 劉為孜 一丙 

10 創意積木 許名揚 二甲 

11 創意積木 黃楷苓 二甲 

12 創意積木 江宸宇 二乙 

13 創意積木 吳汯澤 二乙 

14 創意積木 吳曜宇 二乙 

15 創意積木 李昀芳 二乙 

16 創意積木 馬于芯 二乙 

17 創意積木 林于竣 四甲 

18 創意積木 陳奇威 四甲 

19 創意積木 楊璨吾 四甲 

20 創意積木 歐峻廷 四乙 

 

週四活力舞蹈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活力舞蹈 黃子甯 一甲 



2 活力舞蹈 蔡云臻 一乙 

3 活力舞蹈 林可歆 一丙 

4 活力舞蹈 陳穎希 一丙 

5 活力舞蹈 江佳穎 三甲 

6 活力舞蹈 陳樂伊 三乙 

7 活力舞蹈 彭薰誼 三乙 

8 活力舞蹈 蕭喬丰 四甲 

9 活力舞蹈 陳子茜 四甲 

10 活力舞蹈 楊婷宇 四甲 

11 活力舞蹈 張維中 四甲 

12 活力舞蹈 呂云蕎 四乙 

 

週五桌球班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桌球班 陳冠豪 一甲 

2 桌球班 蘇子豪 一乙 

3 桌球班 蔡忠霖 一丙 

4 桌球班 翁有駿 二甲 

5 桌球班 林品硯 二甲 

6 桌球班 楊至岡 二甲 

7 桌球班 蘇人鴻 二乙 

8 桌球班 陳曦 二乙 

9 桌球班 張喆宥 三甲 

10 桌球班 湯安淇 四甲 

11 桌球班 楊詮盛 四乙 

 

週五烏克麗麗班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烏克麗麗 林芷安 一乙 

2 烏克麗麗 歐陽萱 一乙 

3 烏克麗麗 黃楷評 一丙 

4 烏克麗麗 劉為孜 一丙 

5 烏克麗麗 王皇甫 二甲 

6 烏克麗麗 馬于芯 二乙 

7 烏克麗麗 曾郁甯 三乙 

8 烏克麗麗 黃晶晶 三乙 

9 烏克麗麗 邱雨婕 三乙 



10 烏克麗麗 吳家鈞 四乙 

 

週五益智桌遊(A 班)名單 

抽籤 

序號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益智桌遊(A 班) 楊詮盛 四乙 

2 益智桌遊(A 班) 高珩軒 二甲 

3 益智桌遊(A 班) 陳芷稜 四甲 

4 益智桌遊(A 班) 劉樂婕 一乙 

5 益智桌遊(A 班) 黃楷評 一丙 

6 益智桌遊(A 班) 林宸希 四甲 

7 益智桌遊(A 班) 葛起瑞 三甲 

8 益智桌遊(A 班) 陳冠豪 一甲 

9 益智桌遊(A 班) 吳宗恒 三乙 

10 益智桌遊(A 班) 柯宇恩 二甲 

11 益智桌遊(A 班) 周律旻 二乙 

12 益智桌遊(A 班) 蘇子豪 一乙 

13 益智桌遊(A 班) 葉合婷 一丙 

14 益智桌遊(A 班) 李昀倢 四乙 

15 益智桌遊(A 班) 許宇磊 四乙 

16 益智桌遊(A 班) 蕭曼君 四甲 

備 1 益智桌遊(A 班) 陳薪硯 一甲 

備 2 益智桌遊(A 班) 林庭安 四乙 

備 3 益智桌遊(A 班) 歐峻廷 四乙 

備 4 益智桌遊(A 班) 吳家鈞 四乙 

備 5 益智桌遊(A 班) 林宸閬 一乙 

備 6 益智桌遊(A 班) 李昀芳 二乙 

備 7 益智桌遊(A 班) 林羿辰 二乙 

備 8 益智桌遊(A 班) 張喆宥 三甲 

備 9 益智桌遊(A 班) 湯安淇 四甲 

 

週五益智桌遊(B 班)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益智桌遊(B 班) 洪翊翔 一甲 

2 益智桌遊(B 班) 黃子甯 一甲 

3 益智桌遊(B 班) 黃唯軒 一乙 

4 益智桌遊(B 班) 吳沛恩 一乙 



5 益智桌遊(B 班) 歐陽萱 一乙 

6 益智桌遊(B 班) 蕭智謙 一丙 

7 益智桌遊(B 班) 劉柏亨 一丙 

8 益智桌遊(B 班) 蘇子瑜 一丙 

9 益智桌遊(B 班) 蕭喬安 一丙 

10 益智桌遊(B 班) 黃楷苓 二甲 

11 益智桌遊(B 班) 林宥呈 二乙 

12 益智桌遊(B 班) 蕭喬丰 四甲 

13 益智桌遊(B 班) 高芷芸 五甲 

14 益智桌遊(B 班) 吳允浩 五乙 

  

週五創意繪畫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創意繪畫 林沁蘅 一甲 

2 創意繪畫 沈宥彣 一乙 

3 創意繪畫 蔡云臻 一乙 

4 創意繪畫 陳宥嘉 一乙 

5 創意繪畫 吳沛恩 一乙 

6 創意繪畫 歐陽萱 一乙 

7 創意繪畫 蕭智謙 一丙 

8 創意繪畫 陳彥璁 一丙 

9 創意繪畫 郭力睿 一丙 

10 創意繪畫 蘇子瑜 一丙 

11 創意繪畫 林可歆 一丙 

12 創意繪畫 劉為孜 一丙 

13 創意繪畫 翁有駿 二甲 

14 創意繪畫 陳妍臻 二甲 

15 創意繪畫 王皇甫 二甲 

16 創意繪畫 林宥呈 二乙 

17 創意繪畫 陳曦 二乙 

18 創意繪畫 李芮希 二乙 

19 創意繪畫 張易恩 二乙 

20 創意繪畫 江宸宇 二乙 

21 創意繪畫 陳笛溱 二乙 

22 創意繪畫 李昀芳 二乙 

23 創意繪畫 馬于芯 二乙 

24 創意繪畫 陳微函 三甲 



25 創意繪畫 郭芊汎 三甲 

26 創意繪畫 王巧穎 三乙 

27 創意繪畫 陳樂伊 三乙 

28 創意繪畫 黃晶晶 三乙 

29 創意繪畫 邱雨婕 三乙 

 

週五圍棋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週五圍棋 陳薪硯 一甲 

2 週五圍棋 陳勁廷 一甲 

3 週五圍棋 林守仁 一甲 

4 週五圍棋 林沁蘅 一甲 

5 週五圍棋 陳品豪 一乙 

6 週五圍棋 黃唯軒 一乙 

7 週五圍棋 戴君玹 一乙 

8 週五圍棋 林宸閬 一乙 

9 週五圍棋 黃肅 一乙 

10 週五圍棋 陳彥璁 一丙 

11 週五圍棋 劉柏亨 一丙 

12 週五圍棋 許名揚 二甲 

13 週五圍棋 汪裕恆 二甲 

14 週五圍棋 柯宇恩 二甲 

15 週五圍棋 蔡念家 二乙 

16 週五圍棋 戴君翰 三甲 

17 週五圍棋 陳子懿 三甲 

18 週五圍棋 郭芊汎 三甲 

19 週五圍棋 林品潔 三乙 

20 週五圍棋 林宸希 四甲 

21 週五圍棋 陳宥安 四乙 

22 週五圍棋 歐峻廷 四乙 

 

週五足球社名單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足球班 陳勁廷 一甲 

2 足球班 陳冠豪 一甲 

3 足球班 陳彥璁 一丙 

4 足球班 張佑安 二甲 



5 足球班 許名揚 二甲 

6 足球班 林睿彥 二甲 

7 足球班 林侑甫 二甲 

8 足球班 吳睿峰 二甲 

9 足球班 汪裕恆 二甲 

10 足球班 葛起瑞 三甲 

11 足球班 吳宥頡 三乙 

12 足球班 林于竣 四甲 

13 足球班 黃豊鈞 五甲 

14 足球班 吳承霖 五乙 

15 足球班 杜彥儒 五乙 

16 足球班 顏丞均 五乙 

 

週五兒童舞蹈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兒童舞蹈 李彥希 一甲 

2 兒童舞蹈 黃子甯 一甲 

3 兒童舞蹈 林沁蘅 一甲 

4 兒童舞蹈 曾苡榕 一甲 

5 兒童舞蹈 林品潔 一甲 

6 兒童舞蹈 曾瑀晴 一甲 

7 兒童舞蹈 林芝湘 一甲 

8 兒童舞蹈 陳沛妤 一乙 

9 兒童舞蹈 蔡云臻 一乙 

10 兒童舞蹈 蘇子瑜 一丙 

11 兒童舞蹈 鄭安雅 一丙 

12 兒童舞蹈 蕭喬安 一丙 

13 兒童舞蹈 林雯霈 一丙 

14 兒童舞蹈 林丞浩 二甲 

15 兒童舞蹈 陳宥采 二乙 

16 兒童舞蹈 陳嘉珮 三甲 

 

週五游泳社名單 

序 報名社團 姓名 班級 

1 週五游泳 謝喆沅 一甲 

2 週五游泳 詹子宜 一甲 

3 週五游泳 林品潔 一甲 



4 週五游泳 戴君玹 一乙 

5 週五游泳 陳彥璁 一丙 

6 週五游泳 葉合婷 一丙 

7 週五游泳 劉為孜 一丙 

8 週五游泳 董羽飛 二甲 

9 週五游泳 林品硯 二甲 

10 週五游泳 高珩軒 二甲 

11 週五游泳 柯宇恩 二甲 

12 週五游泳 林庭安 二乙 

13 週五游泳 王芮苡 二乙 

14 週五游泳 張易恩 二乙 

15 週五游泳 戴君翰 三甲 

16 週五游泳 王妤安 三甲 

17 週五游泳 詹子寬 三乙 

18 週五游泳 陳弘錕 三乙 

19 週五游泳 楊貽婷 三乙 

20 週五游泳 陳樂伊 三乙 

21 週五游泳 曾郁甯 三乙 

22 週五游泳 杜仲翊 四甲 

23 週五游泳 蕭曼君 四甲 

24 週五游泳 吳家鈞 四乙 

25 週五游泳 林尹詰 四乙 

26 週五游泳 楊堉廷 四乙 

27 週五游泳 袁宇歆 五甲 

28 週五游泳 張韡繻 五甲 

29 週五游泳 陳采安 六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