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班 B班

初賽准考證

號碼
參賽者姓名 學校名稱

初賽准考證

號碼
參賽者姓名 學校名稱

N1080110 張紫涵 新北市三光國民小學 N1080128 林俐妏 臺北市新民國民小學

N1080111 謝稚鎧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137 邱振睿 臺北市內湖國民小學

N1080139 詹緯濬 臺北市碧湖國民小學 N1080203 王德馨 臺北市新民國民小學

N1080205 何品學 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 N1080236 姜羽珈 新北市埔墘國民小學

N1080207 洪德豫 新北市網溪國民小學 N1080306 李浩霆 新北市中正國民小學

N1080217 林秉坤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321 屈芮琦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N1080223 施均諺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N1080327 曹以宸 臺北市萬大國民小學

N1080305 賴政維 新北市昌福國民小學 N1080423 王紹丞 新北市樹林國民小學

N1080310 饒宸安 臺北市溪口國民小學 N1080429 陳宥希 臺北市華江國民小學

N1080314 李承修 臺北市幸安國民小學 N1080437 賴宥辰 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N1080402 梁竣凱 臺北市內湖國民小學 N1080515 黃翊軒 新北市文德國民小學

N1080415 楊尚謙 臺北市大屯國民小學 N1080522 張郁琪 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

N1080433 呂家樂 新北市興南國民小學 N1080523 林雅禾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438 賴柏帆 新北市積穗國民小學 N1080526 陳泓宇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小

N1080521 劉智元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610 嚴羿崴 新北市後埔國民小學

N1080608 嚴友謙 新竹市龍山國民小學 N1080617 鄧棨文 新北市昌平國民小學

N1080611 林鈺洋 臺北市仁愛國民小學 N1080625 徐睿鴻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618 方皇繹 新北市丹鳳國民小學 N1080702 周宸禾 新北市介壽國民小學

N1080634 李翔太 新北市崇德國民小學 N1080715 莊鎮宇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N1080705 林泓均 新北市樹林國民小學 N1080732 柯詠馨 臺北市內湖國民小學

N1080706 林妍蓁 新北市樹林國民小學 N1080813 楊羿德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720 張時睿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831 蔡依辰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N1080724 張瑛太 新北市育才國民小學 N1080835 林軒綺 臺北市西園國民小學

N1080817 王亮鈞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N1080911 盧品妤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915 張睿鈞 臺北市南門國民小學 N1080914 張莉莎 新北市竹林國民小學

N1080924 吳承翰 新北市實踐國民小學 N1080938 溫晴安 臺北市北投國民小學

N1080928 謝宗峻 臺北市內湖國民小學 N1080939 高紹修 新北市溪洲國民小學

N1080934 林哲漢 臺北市河堤國民小學 N1081025 林佑謙 新北市光復國民小學

N1081010 簡聖祐 新北市安溪國民小學 N1081031 方俐媛 臺北市健康國民小學

N1081014 賴昕佑 臺北市新民國民小學 N1081032 陳哲恩 臺北市健康國民小學

N1081034 葉品辰 臺北市碧湖國民小學 N1081035 簡禹拓 新北市土城國民小學

N1081039 楊竣傑 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N1081110 賴冠穎 新北市重陽國民小學

T1080203 洪加樂 臺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T1080209 李詠桀 臺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自強二樓　國３１５班教室 自強二樓　國３１６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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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80105 林禾軒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101 莊旻蓁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N1080113 翁子晴 臺北市龍山國民小學 N1080129 韓承言 臺北市仁愛國民小學

N1080216 陸又瑄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 N1080131 孔祥晉 臺北市民權國民小學

N1080224 蔡詠蘋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213 高思羽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240 林廉瑾 臺北市敦化國民小學 N1080228 沈多佳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N1080301 黃頌升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237 李鎮宇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

N1080315 劉宸中 新北市海山國民小學 N1080324 張博閎 新北市樂利國民小學

N1080316 余若羚 臺北市光仁國民小學 N1080336 關景中 新北市育才國民小學

N1080317 張敦竤 新北市錦和國民小學 N1080338 張呈語 新北市信義國民小學

N1080322 高靖倫 新北市興南國民小學 N1080407 鄧皓心 新北市網溪國民小學

N1080333 戴廷祐 新北市錦和國民小學 N1080409 賴怡涵 新北市廣福國民小學

N1080426 吳宥叡 新北市光華國民小學 N1080419 李冠毅 新北市龍埔國民小學

N1080431 李承恩 新北市重慶國民小學 N1080424 莊琂 新北市雙峰國民小學

N1080502 徐梓淳 苗栗縣頭份國民小學 N1080506 劉尚築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507 夏武沂 臺北市西園國民小學 N1080524 王庭宇 新北市三峽國民小學

N1080509 莊甯絧 新北市後埔國民小學 N1080525 林浩元 新北市泰山國民小學

N1080511 蕭孜芸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628 盧昱安 新北市重陽國民小學

N1080520 常閎 新北市永和國民小學 N1080735 張茂嘉 新北市景新國民小學

N1080633 王昱涵 新北市信義國民小學 N1080736 洪唯倫 新北市景新國民小學

N1080635 蕭華亨 新北市泰山國民小學 N1080804 余奕暘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701 蘇晉逸 新北市明志國民小學 N1080807 范晉嘉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717 許有希 新北市昌平國民小學 N1080819 李品靚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N1080721 謝蕎鎂 新北市中港國民小學 N1080828 楊竫棟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N1080728 蔡尚恩 新北市昌平國民小學 N1080838 李宜璟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810 徐宇彤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0908 黃科淵 新北市竹林國民小學

N1080834 吳沐宸 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 N1081012 藍翊庭 新北市雙峰國民小學

N1080837 彭彥龍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N1081015 陳介文 新北市集美國民小學

N1080902 陳宣翔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1018 郭逸姍 新北市清水國民小學

N1080903 傅詩雅 新北市永和國民小學

N1080910 鄭品妤 新北市及人國民小學

N1080932 謝承昕 臺北市興德國民小學

N1081017 黃宥盛 新北市忠義國民小學

自強二樓　國３１７班教室 自強三樓　國３１８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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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培訓通知  

電梯 樓梯

D班
(國318班)

C班
男廁 樓梯(國317班)

家長休息室(2F大講堂)　　　　服務台

A班
(國315班)

女廁 樓梯

男廁 樓梯

自   強   大   樓

女廁 樓梯

恭喜您錄取2020年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賽第一階段培訓，提醒您第一次上課的時間是109年1月4日

（六）上午8：30～11：50，所有培訓同學請於8：20直接至自強大樓八樓大閱覽室參加開訓典禮。

家長當天可以將車開進南山中學停放，唯車位有限，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系統來校。培訓課程進行中時

，請家長在本校自強大樓二樓閱覽室休息，若有任何其他問題請撥 (02) 2245-3000轉125查詢，謝謝！

2020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