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寒假「忠孝 STEAM」A 班分組名單 

忠孝國中、太平國小 

實驗課時分 A、B、C、D 四班 

空拍機、Microbit、校園大探奇分甲、乙、丙三班 

 

A 班第一組 甲班第一組 杜○霆 忠孝國中 

A 班第一組 甲班第一組 蔡○哲 忠孝國中 

A 班第一組 甲班第一組 吳○澄 忠孝國中 

A 班第一組 甲班第一組 郭○瑄 太平國小 

A 班第二組 甲班第二組 鄭○中 忠孝國中 

A 班第二組 甲班第二組 陳○域 忠孝國中 

A 班第二組 甲班第二組 廖○昕 忠孝國中 

A 班第二組 甲班第二組 鄭○勲 太平國小  

A 班第三組 甲班第三組 徐○傑 忠孝國中 

A 班第三組 甲班第三組 陳○儀 忠孝國中 

A 班第三組 甲班第三組 邱○愉 太平國小 

A 班第三組 甲班第三組 游○穎 忠孝國中 

A 班第四組 甲班第四組 詹○丞 忠孝國中 

A 班第四組 甲班第四組 黃○翔 忠孝國中 

A 班第四組 甲班第四組 劉○恩 太平國小 

A 班第四組 甲班第四組   

A 班第五組 甲班第五組 謝○儀 忠孝國中 

A 班第五組 甲班第五組 何○諺 忠孝國中 

A 班第五組 甲班第五組 王○安 太平國小 

A 班第五組 甲班第五組     

A 班第六組 甲班第六組 陳○亦 忠孝國中 

A 班第六組 甲班第六組 陳○閑 忠孝國中 

A 班第六組 甲班第六組 李○蓁 太平國小 

A 班第六組 甲班第六組     

  



107 寒假「忠孝 STEAM」B 班分組名單 

忠孝國中、福星國小、博嘉國小 

、蓬萊國小、葫蘆國小 

實驗課時分 A、B、C、D 四班 

空拍機、Microbit、校園大探奇分甲、乙、丙三班 

 

B 班第一組 乙班第一組 黃○妤 忠孝國中 

B 班第一組 乙班第一組 陳○元 忠孝國中 

B 班第一組 乙班第一組 許○安 福星國小 

B 班第一組 乙班第一組 陳○諭 福星國小 

B 班第二組 乙班第二組 陳○融 忠孝國中 

B 班第二組 乙班第二組 黃○睿 忠孝國中 

B 班第二組 乙班第二組 楊○楷 福星國小 

B 班第二組 乙班第二組   

B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三組 邱○鈞 忠孝國中 

B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三組 王○喆 忠孝國中 

B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三組 徐○凱 福星國小 

B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三組 李○文 忠孝國中 

B 班第四組 乙班第四組 高○涵 忠孝國中 

B 班第四組 乙班第四組 鄭○宏 忠孝國中 

B 班第四組 乙班第四組 游○涵 葫蘆國小 

B 班第四組 乙班第四組 張○萱 蓬萊國小 

B 班第五組 乙班第五組 周○佑 忠孝國中 

B 班第五組 乙班第五組 周○宇 忠孝國中 

B 班第五組 乙班第五組 黃○昇 蓬萊國小 

B 班第五組 乙班第五組     

B 班第六組 乙班第六組 陳○禾 忠孝國中 

B 班第六組 乙班第六組 李○儼 忠孝國中 

B 班第六組 乙班第六組 吳○玲 博嘉國小 

B 班第六組 乙班第六組     

  



107 寒假「忠孝 STEAM」C 班分組名單 

忠孝國中、重陽國小、日新國小、永樂國小 

實驗課時分 A、B、C、D 四班 

空拍機、Microbit、校園大探奇分甲、乙、丙三班 

 

C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一組 劉○彣 忠孝國中 

C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一組 蔡○諺 忠孝國中 

C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一組 陳○綋 重陽國小 

C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一組 林○華 重陽國小 

C 班第二組 丙班第二組 邱○緯 忠孝國中 

C 班第二組 丙班第二組 黃○鴻 忠孝國中 

C 班第二組 丙班第二組 蔡○錡 重陽國小 

C 班第二組 丙班第二組 施○宇 重陽國小 

C 班第三組 丙班第三組 張○庭 忠孝國中 

C 班第三組 丙班第三組 陳○安 忠孝國中 

C 班第三組 丙班第三組 張○翔  永樂國小 

C 班第三組 丙班第三組 林○安  重陽國小  

C 班第四組 丙班第四組 柯○華 忠孝國中 

C 班第四組 丙班第四組 曾○智 忠孝國中 

C 班第四組 丙班第四組 郭○甫   永樂國小 

C 班第四組 丙班第四組     

C 班第五組 丙班第五組 林○毅 忠孝國中 

C 班第五組 丙班第五組 戴○祐 忠孝國中 

C 班第五組 丙班第五組 郭○佑 日新國小 

C 班第五組 丙班第五組     

C 班第六組 丙班第六組 黃○婕 忠孝國中 

C 班第六組 丙班第六組 藍○棆 忠孝國中 

C 班第六組 丙班第六組 林○妤 日新國小 

C 班第六組 丙班第六組     

 

  



107 寒假「忠孝 STEAM」D 班分組名單 

忠孝國中、集美國小、雙連國小、金華國中 

榮富國小、明志國中、建成國中 

實驗課時分 A、B、C、D 四班 

空拍機、Microbit、校園大探奇分甲、乙、丙三班 

 

D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七組 陳○婕 忠孝國中 

D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七組 王○彤 忠孝國中 

D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七組 蔡○泰 金華國中 

D 班第一組 丙班第七組 楊○綾 集美國小 

D 班第二組 丙班第八組 謝○成 忠孝國中 

D 班第二組 丙班第八組 林○智 忠孝國中 

D 班第二組 丙班第八組 沈○峯 集美國小 

D 班第二組 丙班第八組 陳○寧 集美國小 

D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七組 李○ 忠孝國中 

D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七組 蔡○芹 忠孝國中 

D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七組 王○綸 榮富國小 

D 班第三組 乙班第七組   

D 班第四組 乙班第八組 連○維 忠孝國中 

D 班第四組 乙班第八組 甘○華 明志國中 

D 班第四組 乙班第八組 柳○建 雙連國小 

D 班第四組 乙班第八組     

D 班第五組 甲班第八組 許○陵 忠孝國中 

D 班第五組 甲班第八組 林○臻 忠孝國中 

D 班第五組 甲班第八組 謝○晴 雙連國小 

D 班第五組 甲班第八組     

D 班第六組 甲班第七組 徐○紘 忠孝國中 

D 班第六組 甲班第七組 王○愷  建成國中 

D 班第六組 甲班第七組 廖○雯 雙蓮國小 

D 班第六組 甲班第七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