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4年度「舊莊說唱體驗營」初階錄取名單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1.  林○明 明湖國小二年七班 
 25.  

詹○羽 仁愛國小三年三班 

2.  陳○安 力行國小三年 3班 
 26.  

蘇○惠 南港國小二年二班 

3.  陳○昀 民生國小三年四班 
 27.  

顏○庭 吉林國小四年六班 

4.  辛○儀 松山國小二年二班 
 28.  

陳○安 龍安國小四年七班 

5.  詹○童 福林國小二年一班 
 29.  

陳○甫 松山國小二年三班 

6.  邱○涵 大湖國小 3年 1班 
 30.  

吳○愷 北市大附小四年七班 

7.  吳○琦 景興國小三年六班 
 31.  

劉○彥 麗湖國小二年三班 

8.  黃○皓 日新國小四年五班 
 32.  

陳○勤 博嘉國小三年甲班 

9.  吳○雄 景興國小三年一班 
 33.  

蔡○錞 興雅國小二年三班 

10.  陳○實 明湖國小二年五班 
 34.  

黃○鈞 三興國小 3年 1班 

11.  林○湲 桃源國小四年孝班 
 35.  

黃○稜 蓬萊國小 2年 3班 

12.  謝○弘 東湖國小四年五班 
 36.  

張○培 南湖國小 406 

13.  黃○凱 明湖國小三年十班 
 37.  

范○鈞 西湖國小四年 1班 

14.  林○澤 復興國小二年孝班 
 38.  

廖○雅 力行國小三年三班 

15.  黃○婗 南湖國小三年八班 
 39.  

王○欣 復興小學二年義班 

16.  周○善 龍安國小四年五班 
 40.  

陳○心 信義國小 4 年 4 班 

17.  謝○翔 東湖國小二年 10班 
 41.  

林○昊 萬興國小二年五班 

18.  吳○驊 關渡國小四年三班 
 42.  

詹○瑋 政大實小四年一班 

19.  張○琪 舊莊國小三年二班 
 43.  

吳○誠 東門國小二年八班 

20.  賴○安 明湖國小二年八班 
 44.  

程○安 北市大附小 4年級 

21.  蔡○臻 民權國小 3年 3班 
 45.  

丁○棠 南港國小二年一班 

22.  周○真 長春國小三年三班 
 46.  

陳○邑 萬大國小三年二班 

23.  潘○頤 龍安國小 401 
 47.  

吳○陞 國語實小四年七班 

24.  熊○曦 桃源國小四年孝班 
    

 



臺北市 104年度「舊莊說唱體驗營」初階備取名單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1.  王○媃 建安國小三年十一班 
 25.  

劉○羿 麗湖國小二年五班 

2.  鄭○昀 南門國小四年乙班 
 26.  

蔡○育 文湖國小 4年 2班 

3.  謝○蓁 萬大國小三年二班 
 27.  

范○安 明湖國小三年八班 

4.  蔡○珊 福星國小三年音班 
 28.  

孫○虹 敦化國小二年五班 

5.  林○翔 明湖國小二年級 
 29.  

林○漁 吳興國小二年一班 

6.  黃○翔 吉林國小四年五班 
 30.  

鄭○彤 明湖國小三年七班 

7.  傅○曼 北市大附小四年五班 
 31.  

顏○潔 光仁國小二年仁班 

8.  黃○妤 民生國小 3年 4班 
 32.  

曾○家 東新國小四年一班 

9.  陳○陽 明德國小二年四班 
 33.  

蘇○棋 南港國小二年二班 

10.  施○筑 舊莊國小二年二班 
 34.  

詹○瑩 太平國小二年一班 

11.  楊○彣 東門國小 2年 5班 
 35.  

潘○萱 社子國小三年五班 

12.  李○傑 民生國小三年五班 
 36.  

謝○渠 南港國小二年六班 

13.  方○捷 力行國小三年三班 
  

  

14.  林○哲 永安國小三年一班 
  

  

15.  何○臻 新生國小四年二班 
  

  

16.  辛○瑤 松山國小二年二班 
  

  

17.  呂○祈 國北教大實小二丁 
  

  

18.  王○安 大湖國小二年二班 
  

  

19.  邱○霖 濱江國小二年二班 
  

  

20.  林○辰 力行國小三年 8班 
  

  

21.  洪○堯 士林國小 4年 7班 
  

  

22.  陳○瑜 永安國小四年四班 
  

  

23.  鄭○晏 玉成國小二年一班 
  

  

24.  陳○恩 大安國小二年七班 
    

 



臺北市 104年度「舊莊說唱體驗營」進階錄取名單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1.  蔡○容 內湖國中七年 2班 
 

25.  林○融 健康國小 5年六班 

2.  陳○君 力行國小二年四班 
 

26.  楊○妘 國語實小 5年 10班 

3.  陳○媃 力行國小四年六班 
 

27.  張○涵 敦化國小五年六班 

4.  張○翔 三民國中七年二班 
 

28.  張○宥 新興國中八年三班 

5.  李○臻 士東國小二年四班 
 

29.  康○瑄 龍安國小六年八班 

6.  李○軒 士東國小五年一班 
 

30.  陳○靜 舊莊國小 501 

7.  陳○媛 大安國小六年九班 
 

31.  張○揚 麗湖國小五年五班 

8.  耿○傑 中崙高中國中部 702 
 

32.  林○豪 仁愛國小六年四班 

10.  林○含 民生國小五年六班 
 

33.  蕭○涵 信義國小四年一班 

11.  薛○錞 民族國小六年三班 
 

   

12.  陳○鈞 永安國小 5年三班 
 

   

13.  曹○熏 永春五年三班 
 

   

14.  陳○安 石牌國小五年十二班 
  

  

15.  黃○珊 再興小學五年級 
  

  

16.  虞○丞 吳興國小四年六班 
  

  

17.  陳○壕 明湖國小五年四班 
  

  

18.  簡○堯 明湖國小六年 9班 
  

  

19.  陳○翰 明湖國小四年十班 
  

  

20.  洪○涵 明德國中 7年 16班 
  

  

21.  黃○亜 信義國小四年一班 
  

  

22.  曾○雅 南港國小 504 
  

  

23.  丁○鈞 南港國小五年二班 
  

  

24.  熊○瞻 桃源國小六年孝班 
  

  

 

  



資格不符未錄取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及班級 原因 

1.  林○慶 力行國小一年 1班 
不招收小學一年級生 

2.  劉○軾 北市附小一年二班 
不招收小學一年級生 

3.  潘○靜 龍安國小 1年 5班 
不招收小學一年級生 

4.  陳○庭 明湖國小一年二班 
不招收小學一年級生 

5.  王○明 五年六班 
資料不齊全 

備註：說唱體驗營共計錄取 80位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