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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童詩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作者姓名 年班 評等 備註 

西門國小 廖○寧 2年 6班 特優  

新埔國小 李○致 2年 3班 特優  

育仁國小 黎○恬 2年甲班 特優  

建國國小 洪○宸 2年 3班 特優  

龍山國小 黃○蔓 1年 7班 特優  

草漯國小 吳○筑 2年己班 優選  

新勢國小 黃○熙 2年 6班 優選  

西門國小 江○佑 2年 3班 優選  

復旦國小 蘇○文 2年 4班 優選  

啟文國小 陳○湘 2年甲班 優選  

建國國小 廖○綺 2年 3班 優選  

建國國小 簡○諶 2年 3班 優選  

文華國小 謝○彤 1年 4班 優選  

大業國小 張○晴 2年 4班 優選  

石門國小 邱○文 2年 2班 優選  

同安國小 郭○晨 2年 2班 佳作  

新勢國小 李○恩 2年 6班 佳作  

草漯國小 李○祐 2年己班 佳作  

石門國小 郭○伃 2年 2班 佳作  

建國國小 蘇○妮 2年 3班 佳作  

同德國小 陳○安 2年 2班 佳作  

草漯國小 陳○傑 2年己班 佳作  

啟文國小 謝○奕 2年甲班 佳作  

新勢國小 楊○樂 2年 6班 佳作  

西門國小 林○佑 2年 3班 佳作  

新勢國小 李○霓 2年 6班 參加獎  

慈文國小 林○丞 2年 4班 參加獎  

上大國小 唐○真 1年甲班 參加獎  

中原國小 呂○儒 2年 10班 參加獎  

桃園國小 游○晴 2年 4班 參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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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作文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作者 年班 評等 備註 

南美國小 陳○睿 4年 5班 特優  

義興國小 葉○穎 4年 2班 特優  

康萊爾小學 謝○希 4年 1班 特優  

興仁國小 王○羲 3年 3班 特優  

石門國小 吳○ 3年 6班 特優  

文化國小 李○祐 3年 10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曾○宸 3年 1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楊○安 4年 7班 優選  

新明國小 馮○琳 3年 1班 優選  

康萊爾小學 游○晞 4年 2班 優選  

瑞埔國小 賴○岑 4年 4班 優選  

瑞埔國小 林○涵 4年 4班 優選  

石門國小 林○ 3年 6班 優選  

西門國小 林○陽 3年 2班 優選  

興國國小 陳○羚 4年 2班 優選  

文化國小 張○綾 4年 6班 佳作  

中原國小 鍾○恩 4年 8班 佳作  

頂社國小 邱○堯 4年甲班 佳作  

頂社國小 謝○恩 4年甲班 佳作  

新莊國小 林○喬 4年乙班 佳作  

石門國小 洪○澤 3年 6班 佳作  

石門國小 陳○弘 3年 6班 佳作  

西門國小 陳○彤 4年 5班 佳作  

興國國小 黃○嶸 4年 4班 佳作  

興國國小 吳○逸 4年 5班 佳作  

有得國小 張○洋 4年 c班 參加獎  

公埔國小 羅○茜 4年忠班 參加獎  

西門國小 黃○睿 4年 5班 參加獎  

青溪國小 呂○安 4年 3班 參加獎  

楊明國小 洪○淳 4年 3班 參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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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作文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作者 年班 評等 備註 

龍安國小 姚○璽 6年 7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梁○ 5年 1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林○妤 5年 5班 特優  

新明國小 温○賢 5年 5班 特優  

新明國小 詹○博 5年 1班 特優  

新明國小 黃○甯 5年 3班 優選  

石門國小 傅○恩 5年 2班 優選  

石門國小 林○欣 5年 5班 優選  

興國國小 張○比 6年 1班 優選  

石門國小 蔡○倪 5年 2班 優選  

新埔國小 翁○安 6年 5班 優選  

新明國小 徐○騰 5年 8班 優選  

興國國小 邱○宥 6年 1班 優選  

新明國小 范○硯 6年 2班 優選  

文化國小 蔡○峰 5年 3班 優選  

內定國小 劉○芸 5年甲班 佳作  

西門國小 徐○婕 6年 4班 佳作  

普仁國小 簡○佑 5年忠班 佳作  

上大國小 古○宸 6年甲班 佳作  

草漯國小 李○玟 6年甲班 佳作  

元生國小 林○婕 5年 2班 佳作  

同德國小 陳○霓 5年 4班 佳作  

興國國小 廖○妤 6年 1班 佳作  

新莊國小 陳○芯 6年乙班 佳作  

青埔國小 林○甯 5年 3班 佳作  

新路國小 陳○喬 6年 2班 參加獎  

育仁國小 袁○賸 5年甲班 參加獎  

新坡國小 徐○翎 6年己班 參加獎  

新埔國小 林○妤 6年 4班 參加獎  

頂社國小 藍○盛 6年甲班 參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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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作文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作者 年 班 評等 備註 

東興國中 李○彤 7年 12班 特優  

福豐國中 陳○彤 8年 14班 特優  

八德國中 周○庭 9年 6班  特優  

內壢國中 林○彤 9年 29班 特優  

內壢國中 劉○ 7年 16班 特優  

瑞坪國中 劉○秈 8年 4班 優選  

觀音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洪○慈 7年 5班 優選  

內壢國中 杜○瑀 9年 29班 優選  

治平國中 羅○廷 7年和班 優選  

大華中學 溫○絜 9年德班 優選  

瑞坪國中 譚○焌 8年 4班 優選  

中壢國中 劉○寧 7年 2班 優選  

楊梅國中 林○軒 9年 11班 優選  

瑞坪國中 錢○旋 9年 5班 優選  

內壢國中 楊○綺 9年 29班 優選  

中壢國中 徐○澤 7年 18班 佳作  

復旦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高○苓 7年 1班 佳作  

瑞坪國中 徐○玄 9年 5班 佳作  

東興國中 謝○桓 9年 26班 佳作  

瑞坪國中 李○軒 9年 5班 佳作  

大華中學 黃○婷 9年德班 佳作  

內壢國中 龔○心 8年 14班 佳作  

內壢國中 江○風 7年 2班 佳作  

內壢國中 吳○翎 8年 6班 佳作  

內壢國中 張○真 9年 29班 佳作  

大華中學 張○璇 8年德班 參加獎  

楊梅國中 陳○安 7年 6班 參加獎  

楊梅國中 徐○涵 9年 11班 參加獎  

福豐國中 邱○榛 9年 8班 參加獎  

內壢國中 程○涵 8年 14班 參加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