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98 年度圖書館週暨合作教育週有獎徵答得獎名單 

 

獎    號 獎      目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欄 

172 vieshow 影票 102 蔡宇倫   

81 圖書禮券 104 謝忠男   

103 圖書禮券 104 袁詠芳   

67 圖書文具 105 翁綺君   

74 圖書禮券 106 許郁琳   

69 圖書文具 107 黃昕如   

149 圖書禮券 107 吳柵誼   

94 圖書禮券 112 呂佩珊   

71 圖書禮券 201 黃思瑋   

153 vieshow 影票 201 楊佩穎   

15 圖書文具 202 鄭竹育   

23 圖書文具 202 黃議新   

24 圖書文具 202 蘇郁雯   

76 圖書禮券 202 許家晟   

84 圖書禮券 202 翁掁揚   

115 圖書禮券 202 洪偉郁   

158 vieshow 影票 202 田慶安   

165 vieshow 影票 202 伍修毅   

123 圖書禮券 203 徐天浩   

13 圖書文具 204 黃晴宜   

129 圖書禮券 204 張嘉雯   

159 vieshow 影票 204 蔡語淳   

51 圖書文具 205 黃冠銘   

52 圖書文具 206 李承翰   

40 圖書文具 207 林書凡   

60 圖書文具 207 甘義玄   

61 圖書文具 207 徐兆隆   

62 圖書文具 207 高志翔 100 分 

63 圖書文具 207 尤文信   

68 圖書文具 207 張晏平   

70 圖書文具 207 鄒佩妤   

92 圖書禮券 207 楊登凱 100 分 

93 圖書禮券 207 黃琮吉   

96 圖書禮券 207 張瑋麟 100 分 

97 圖書禮券 207 蘇瑞洋   



99 圖書禮券 207 顏妙純 100 分 

100 圖書禮券 207 林惠茹   

102 圖書禮券 207 詹凱翔 100 分 

106 圖書禮券 207 呂陽平   

133 圖書禮券 207 陳映彤 100 分 

136 圖書禮券 207 馬逸新   

137 圖書禮券 207 羅子珽   

139 圖書禮券 207 蔡宗儒   

144 圖書禮券 207 陳致舜   

147 圖書禮券 207 楊宗儒   

171 vieshow 影票 207 陳威臻   

190 vieshow 影票 207 郭建嘉 100 分 

192 vieshow 影票 207 蕭士晟   

196 vieshow 影票 207 沈泰邑   

200 vieshow 影票 207 黃冠穎   

29 圖書文具 207 黃士郝   

49 圖書文具 208 郭姿廷   

80 圖書禮券 208 陳俐臻   

117 圖書禮券 208 陳宜宣   

1 圖書文具 210 劉青鑫   

2 圖書文具 210 林咨宇   

3 圖書文具 210 陳玉欣   

6 圖書文具 210 何青晏   

21 圖書文具 210 蔡孟錡   

35 圖書文具 210 沈政融   

36 圖書文具 210 翁瑜瑱   

38 圖書文具 210 陳奕妙   

43 圖書文具 210 曾于庭   

77 圖書禮券 210 林孟蓉   

119 圖書禮券 210 才子慧   

121 圖書禮券 210 敖亦涵   

125 圖書禮券 210 顏家宜   

173 vieshow 影票 210 蔣宓芝   

174 vieshow 影票 210 林欣儒   

5 圖書文具 211 黃慧玉   

12 圖書文具 212 郭宇婷   

120 圖書禮券 212 鄭瑋翔   

128 圖書禮券 214 林詩珊   



104 圖書禮券 301 方姿淳 100 分 

7 圖書文具 301 陳士傑   

10 圖書文具 302 蔡杭岳   

17 圖書文具 302 王盈程   

18 圖書文具 302 盧俊諭   

26 圖書文具 302 張詠晶   

27 圖書文具 302 涂君豪   

30 圖書文具 302 李俊諺   

31 圖書文具 302 姚見龍   

33 圖書文具 302 王怡鈞   

37 圖書文具 302 鍾欣惠   

44 圖書文具 302 李明璇   

46 圖書文具 302 楊婉妤   

48 圖書文具 302 楊政穎   

72 圖書禮券 302 鄭慶源   

78 圖書禮券 302 高偉晉   

82 圖書禮券 302 王志豪   

85 圖書禮券 302 蔡東翰   

88 圖書禮券 302 陳君涵   

90 圖書禮券 302 孫健升   

91 圖書禮券 302 陳映君   

107 圖書禮券 302 李信翰   

108 圖書禮券 302 劉建江   

113 圖書禮券 302 汪廷娟   

122 圖書禮券 302 盧庭鑫   

124 圖書禮券 302 鄭宜婷   

130 圖書禮券 302 葉誠元   

151 vieshow 影票 302 劉庭佑   

157 vieshow 影票 302 李國任   

162 vieshow 影票 302 李宗霈   

166 vieshow 影票 302 李婉菁   

176 vieshow 影票 302 何季樺   

177 圖書文具 302 洪國林   

118 圖書禮券 306 吳得睿   

22 圖書文具 307 潘鈺文   

114 圖書禮券 307 李佳民   

25 圖書文具 308 林庭吟   

28 圖書文具 308 林慧雯   



32 圖書文具 308 王育昇   

41 圖書文具 308 郭仕昌   

45 圖書文具 308 李汶錡   

83 圖書禮券 308 劉庭嘉   

110 圖書禮券 308 侯嘉芬   

131 圖書禮券 308 黃品佳   

132 圖書禮券 308 蘇  逸   

169 vieshow 影票 308 翁素如   

11 圖書文具 314 林雨萱   

58 圖書文具 315 莊于璇   

59 圖書文具 315 莊善如   

65 圖書文具 315 王凱融   

66 圖書文具 315 郭昱辰   

98 圖書禮券 315 林于雯   

101 圖書禮券 315 吳芳萱   

135 圖書禮券 315 王凱儒   

143 圖書禮券 315 孫筠筑   

150 圖書禮券 315 盧昱廷   

185 vieshow 影票 315 林汶萱   

197 vieshow 影票 315 郭書殷   

168 vieshow 影票 人事室 蔡心邕   

9 圖書文具 民眾 張佩真   

14 圖書文具 民眾 沈桐瑄   

19 圖書文具 民眾 劉淑月    

42 圖書文具 民眾 莊淑惠   

47 圖書文具 民眾 沈哲瑜   

56 圖書文具 民眾 吳永慧   

57 圖書文具 民眾 陳鳳冠   

87 圖書禮券 民眾 邱鈺婷   

89 圖書禮券 民眾 陳瀅鳳   

95 圖書禮券 民眾 黃樹中   

112 圖書禮券 民眾 柯佩鳳   

146 圖書禮券 民眾 林倖如   

148 圖書禮券 民眾 陳錦玉   

156 vieshow 影票 民眾 陳建任   

161 vieshow 影票 民眾 黃素珠   

180 vieshow 影票 民眾 黃佩茹   

181 vieshow 影票 民眾 張簡銘逢   



186 vieshow 影票 民眾 陳秀絨   

189 vieshow 影票 民眾 蕭玉美   

191 vieshow 影票 民眾 洪嘉翎   

195 vieshow 影票 民眾 蘇峰照   

198 vieshow 影票 民眾 徐  戰   

16 圖書文具 合作社 陳明綢   

167 vieshow 影票 合作社 蔡壁妃   

20 圖書文具 自然科 程立維   

111 圖書禮券 自然科 林百鴻   

126 圖書禮券 自然科 王佳如 100 分 

163 vieshow 影票 自然科 陳惠娟   

178 vieshow 影票 自然科 李承祐 100 分 

182 vieshow 影票 自然科 陳飛宗   

50 圖書文具 自然科 池華瑛   

73 圖書禮券 自然科 王宜莉   

79 圖書禮券 志工 蔡金蓉   

155 vieshow 影票 志工 陳惠美   

134 圖書禮券 社會科 李欣憶   

187 vieshow 影票 社會科 李素琴   

199 vieshow 影票 社會科 李明賢   

8 圖書文具 國文科 陳媛裕   

141 圖書禮券 國文科 高佩菁   

4 圖書文具 教官室 朱泰山 100 分 

53 圖書文具 教官室 易世傑   

86 圖書禮券 教官室 吳志仁   

160 vieshow 影票 教官室 賴以椋 100 分 

105 圖書禮券 教務處 胡靖朗   

138 圖書禮券 教務處 蔡佳憲   

140 圖書禮券 教務處 林澔萍   

145 圖書禮券 教務處 周辰峰   

184 vieshow 影票 教務處 李佩玲   

188 vieshow 影票 教務處 洪碩靖   

193 vieshow 影票 教務處 盧右梅   

183 vieshow 影票 圖書館 葉淑蓉   

55 圖書文具 圖書館 邱契鐘   

164 vieshow 影票 圖書館 陳毓民   

64 圖書文具 學務處 虞慧貞   

109 圖書禮券 學務處 李鴻昌   



142 圖書禮券 學務處 王潔瑩   

175 vieshow 影票 學務處 吳珍珍   

194 vieshow 影票 學務處 蔡欣霓   

34 圖書文具 總務處 陳宗佑   

39 vieshow 影票 總務處 蔡青鎂   

54 圖書文具 總務處 陳志達   

75 圖書禮券 總務處 吳美慧 100 分 

116 圖書禮券 總務處 李清素   

152 vieshow 影票 總務處 王錦慧   

154 vieshow 影票 總務處 周嬌嬌 100 分 

179 vieshow 影票 總務處 陳美燕   

127 圖書禮券 警衛室 蔡文章   

170 vieshow 影票 體育組 蘇春香   

 

Ps.請得獎人於 12 月 23 日星期三前至圖書館二樓書庫向館員領獎完畢 

 

98.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