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中文學校    

  矽谷中文學校 2013-2014 學年學術比賽優勝名單 
比賽項目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即席演講 A 
B 

楊宗錡 (9-3) 

張映萱 (7-1) 

何昭瑩 (adv) 

劉蘭馨 (6-1) 

區雅慈 (adv) 

 

 

國語演講 A 
B 

C 

D 

古大川 (8-2) 

缺席 

王承恩 (3-1) 

黃子皊  (1-1) 

 

 

黃品軒 (2-2) 

林妤儒 (1-1) 

 

 

蕭有恬 (3-2) 

鄒傳葳 (K-1) 

 

 

 

 孫于倫 (1-2) 

 朗 讀 
 
Read  
Aloud 

A 
B 

C 

D  

 

CSL 

   戴苡庭  (8-1) 
   林子立 (8-1) 
   陳心恩 (2-1) 
   鄭鈞桓 (1-1) 
    
Luke Mitbo (CSL-0A2) 

 

     謝勝崴 (5-2) 
     林子申 (4-2) 
     李之安 (1-2)  
 
  吳慧琳 (CSL-0A2)  

 

傅上峯 (6-2) 

張唯恩 (2-1) 

吳旼瑾 (K-1) 

陳昱慈 (1-1) 
Keala Johnson (CSL-1A) 
 

 

 

詹雁能 (2-1) 

王品淵 (K-1) 

 
Samikshaa Natarajan (CSL-0B) 
河睿柱 (CSL-0A1) 

國 畫 A 
B 

CD 

張婷雱 (9-1) 

胡俊偉 (5-2) 

歐陽喬煦 (4-2) 

劉卓琦 (AP) 

劉卓琳 (6-1) 

張婷釉 (4-2) 

周子晴 (8-3) 

馬 立 (7-3) 

胡竣傑 (2-2) 

 

吳金芫 (3-1) 

毛筆書法 A 
B 

CD 

陳韻涵 (AP) 

邢 鏞 (6-1) 

林妤潔 (2-1) 

王安昀 (10-1) 
雷柏妮 (7-2) 

邢 騵 (8-3) 

譚佳文 (6-2) 

 

西 畫 
 
Painting 

A 
B  

 

C  

 

D 

侯姵辰 (8-2) 

黃  晴 (6-2) 

 

林俊安 (1-1) 

 

王婕琳 (1-1) 

王致晴 (9-3) 

張靜怡 (6-1) 

 

高嘉誠 (4-3) 

 

蔡鈞安 (1-1) 

陳薇安 (9-1) 
傅顗蓉 (6-2) 
呂芷綺 (7-1) 
王怡閔 (4-2)   

      Lauren Chiu (CSL-0B) 
 

      簡加美 (1-1) 
 

 
 

Brian Lo (9-1) 羅筱美 (AP) 

林意鈞 (5-1) 

 

謝孟君 (3-2)  

林 康 (CSL-1A) 

Victoria Ma (K-1) 

 Elspeth Luu (CSL-0A1) 

中文打字 A 
B 

吳冠億 (adv) 

缺席 

施如彦 (adv) 王忱希 (9-2)  

作 文 A 
B 

CD 

戴佑庭 (adv) 

廖紹儀 (7-3) 

陳孝熙 (3-1) 

顧容容 (9-1) 

王承安 (6-1) 

阮郁茹 (4-3) 

 

 

詹皖豪 (4-1) 

 

查字典 A 
B 

C 

 

胡俊偉 (5-2) 

胡竣傑 (2-2) 

 

黃 晴 (6-2) 

 

    

 

閱讀測驗 A 
B 

C 

D 

楊雅雯 (AP) 

陳捷生 (9-2) 

高敏睿 (2-2) 

李之安 (1-2) 

陳韋涵 (9-3) 

楊凱琳 (7-2) 

陳心恩 (2-1) 

王玟欣 (8-1) 

陸子寧 (7-2) 

鄭永德 (1-2) 

 

 

翻 譯 A 
B 

施如彦 (adv) 侯姵辰 (8-2) 顧容容 (9-1)  

鉛筆書法 
Penmanship 

A 
B 

C  

D 

CSL 

匡奕敏 (9-3) 
李樂梅 (5-1) 
邢婕榆 (4-3) 
  
李泰憲 (CSL1A) 

Jeffrey Chou (8-2) 
廖紹儀 (7-3) 
高嘉誠 (4-3) 
 

林 康 (CSL1A) 

蕭有彤 (8-2) 
陳沛緹 (7-2) 
黃靖婷 (4-1) 
 
李政炫 (CSL0B) 

陳韻涵 (AP) 
林海訢 (7-3) 
陳芮珩 (3-1) 
 
 

注音符號拼音 B 
C 

D 

林子立 (8-1) 

鄭凱宸 (3-2) 

鄭鈞桓 (1-1) 

李笛恩 (5-1) 

林子申 (4-2) 

林妤儒 (1-1) 

施如凱 (7-3) 

李楚恩 (2-1) 

劉恩翔 (K-2) 

 

漢語拼音 A 
B 

李芷茵 (11-1) 

李允毅 (7-1) 

陳己理 (10-1) 

顧芸如 (6-2) 

王永珍 (9-1) 

張映萱 (7-1) 

楊宗錡 (9-3) 顧芯如 (9-2) 

吳 揚 (7-1) 簡奕昕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