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學校 作者姓名 年班 獎項
1 低年級童詩 山豐國小 雍○瑜 一年愛班 特優
2 低年級童詩 北勢國小 江○丞 二年己班 特優
3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何○翔 二年一班 特優
4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陳○銓 二年一班 特優
5 低年級童詩 大勇國小 蘇○原 二年六班 特優
6 低年級童詩 元生國小 謝○柔 二年二班 優選
7 低年級童詩 自立國小 方○美 二年忠班 優選
8 低年級童詩 龍岡國小 鄭○靖 二年二班 優選
9 低年級童詩 元生國小 黃○權 二年四班 優選
10 低年級童詩 有得國中小 李○恩 二年C班 優選
11 低年級童詩 建國國小 葉○佑 一年三班 優選
12 低年級童詩 上大國小 劉○呈 二年乙班 優選
13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林○姈 二年二班 優選
14 低年級童詩 桃園國小 陳○勳 二年四班 優選
15 低年級童詩 上大國小 卓○恩 一年甲班 優選
16 低年級童詩 大湖國小 白○熙 二年三班 優選
17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簡○恩 二年三班 優選
18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吳○陞 二年七班 優選
19 低年級童詩 桃園國小 黃○瑞 二年四班 優選
20 低年級童詩 龍岡國小 葉○媞 二年二班 佳作
21 低年級童詩 建德國小 劉○耀 二年八班 佳作
22 低年級童詩 新坡國小 羅○仁 二年戊班 佳作
23 低年級童詩 有得國中小 鄔○伃 二年C班 佳作
24 低年級童詩 大業國小 林○荃 一年六班 佳作
25 低年級童詩 桃園國小 卓○馬 二年四班 佳作
26 低年級童詩 自強國小 黃○軒 二年孝班 佳作
27 低年級童詩 自強國小 游○涵 二年孝班 佳作
28 低年級童詩 自強國小 萬○宇 二年孝班 佳作
29 低年級童詩 富林國小 熊○卉 二年甲班 佳作
30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李○恩 二年一班 佳作
31 低年級童詩 瑞祥國小 吳○勳 二年甲班 佳作
32 低年級童詩 富林國小 陳○融 二年甲班 佳作
33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曾○皓 二年二班 佳作
34 低年級童詩 西門國小 陳○ 二年六班 佳作
35 低年級童詩 桃園國小 陳○帆 二年一班 佳作
36 低年級童詩 育仁國小 林○軒 二年甲班 參加獎
37 低年級童詩 中興國小 蘇○芮 二年忠班 參加獎
38 低年級童詩 大湖國小 林○臻 二年三班 參加獎
39 低年級童詩 瑞祥國小 黃○蕾 二年甲班 參加獎
40 低年級童詩 芭里國小 蕭○育 二年孝班 參加獎

41 中年級作文 大華中學附設雙語小學 劉○涵 四年誠班 特優

42 中年級作文 復旦國小 蘇○文 三年一班 特優

43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詹○甯 四年一班 特優

44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吳○霏 四年三班 特優

45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劉○晏 四年五班 特優

46 中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卓○月 三年三班 優選

47 中年級作文 新莊國小 蔡○旭 四年甲班 優選

48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張○晴 三年六班 優選

49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田○嘉 三年六班 優選

50 中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羅○彤 四年四班 優選

51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蔡○晅 四年一班 優選

52 中年級作文 瑞塘國小 許○涵 四年三班 優選

53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林○諺 三年九班 優選

54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莊○樂 四年二班 優選

55 中年級作文 蚵間國小 徐○彤 三年甲班 優選

56 中年級作文 高原國小 廖○捷 三年乙班 優選



57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劉○宇 四年二班 優選

58 中年級作文 文化國小 吳○孟 三年一班 優選

59 中年級作文 復旦國小 陳○晞 四年一班 優選

60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林○陽 四年二班 優選

61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許○柔 四年四班 佳作

62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施○陽 三年一班 佳作

63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劉○彤 四年四班 佳作

64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徐○煜 四年二班 佳作

65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羅○畇 三年六班 佳作

66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李○孜 四年九班 佳作

67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蘇○誠 四年三班 佳作

68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周○羽 四年六班 佳作

69 中年級作文 同德國小 陳○安 三年四班 佳作

70 中年級作文 富林國小 陳○云 四年甲班 佳作

71 中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吳○昕 四年甲班 佳作

72 中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張○庭 四年甲班 佳作

73 中年級作文 頂社國小 許○庭 四年甲班 佳作

74 中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賴○鈴 四年甲班 佳作

75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吳○萱 四年九班 佳作

76 中年級作文 內定國小 王○蓁 四年甲班 參加獎

77 中年級作文 草漯國小 陳○諺 四年戊班 參加獎

78 中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蕭○安 三年孝班 參加獎

79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許○帆 三年四班 參加獎

80 中年級作文 
南門國小 郭○毅 四年三班 參加獎

81 高年級作文 建國國小 徐○黎 五年六班 特優

82 高年級作文 會稽國小 翁○蓉 六年二班 特優

83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黃○甯 六年五班 特優

84 高年級作文 蚵間國小 黃○瑜 六年甲班 特優

85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黃○睿 六年一班 優選

86 高年級作文 普仁國小 簡○佑 六年忠班 優選

87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黃○綸 六年三班 優選

88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林○瑾 五年六班 優選

89 高年級作文 青溪國小 黃○恩 六年一班 優選

90 高年級作文 普仁國小 楊○婷 六年仁班 優選

91 高年級作文 康萊爾國中小 游○晞 五年二班 優選

92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梁○ 六年一班 優選

93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李○帆 五年一班 優選

94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呂○澄 五年一班 優選

95 高年級作文 內定國小 任○芸 六年甲班 優選

96 高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李○萱 六年甲班 優選

97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蔡○倪 六年二班 優選

98 高年級作文 康萊爾小學 劉○瑀 五年一班 優選

99 高年級作文 楊心國小 林○蓁 五年三班 優選

100 高年級作文 內定國小 曾○涵 六年甲班 優選

101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黃○嶸 五年七班 佳作

102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李○萭 六年六班 佳作

103 高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廖○宏 六年二班 佳作

104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郭○妍 六年一班 佳作

105 高年級作文 興仁國小 王○涵 五年六班 佳作



106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簡○翎 五年A班 佳作

107 高年級作文 同德國小 陳○霓 六年四班 佳作

108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賴○恩 六年B班 佳作

109 高年級作文 普仁國小 林○妤 六年仁班 佳作

110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倪○成 六年一班 佳作

111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張○美 六年一班 佳作

112 高年級作文 茄苳國小 李○柔 六年甲班 佳作

113 高年級作文 青埔國小 范姜○宜 六年三班 佳作

114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林○欣 六年五班 佳作

115 高年級作文 草漯國小 劉○萱 五年丁班 佳作

116 高年級作文 大潭國小 張○瑄 五年甲班 參加獎

117 高年級作文 溪海國小 莊○智 六年甲班 參加獎

118 高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鄭○竺 六年一班 參加獎

119 高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王○睿 六年甲班 參加獎

120 高年級作文 同安國小 陳○軒 五年八班 參加獎

121 國中組作文 大竹國中 王○茵 九年四班 特優

122 國中組作文 福豐國中 廖○喬 八年五班 特優

123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朱○臻 八年二十五班 特優

124 國中組作文 大華中學 陳○琦 二年義班 特優

125 國中組作文 龍岡國中 蔡○捷 八年二班 特優

126 國中組作文 中壢國中 劉○寧 八年二班 優等

127 國中組作文 治平高中國中部 羅○廷 八年和班 優等

128 國中組作文 同德國中 葉○云 八年十四班 優等

129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黃○倢 八年二十班 優等

130 國中組作文 平鎮國中 徐○穎 七年十九班 優等

131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劉○ 八年十六班 優等

132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王○芸 八年十三班 優等

133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邱○珊 八年十三班 優等

134 國中組作文 中壢國中 廖○妤 七年二班 優等

135 國中組作文 大華中學 吳○婕 一年義班 優等

136 國中組作文 大華中學 吳○蓁 二年義班 優等

137 國中組作文 大華中學 賴○羲 二年禮班 優等

138 國中組作文 龍岡國中 蘇○元 九年九班 優等

139 國中組作文 同德國中 謝○而 八年十四班 佳作

140 國中組作文 平南國中 謝○蓁 八年十一班 佳作

141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蔡○惟 九年二十九班 佳作

142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姚○璽 七年十八班 佳作

143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洪○涵 八年十二班 佳作

144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姜○筠 九年十八班 佳作

145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邱○妤 八年八班 佳作

146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林○翔 八年二十五班 佳作

147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徐○芸 八年二十五班 佳作

148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黃○甯 八年二十五班 佳作

149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黎○希 八年二十七班 佳作

150 國中組作文 龍岡國中 陳○元 七年五班 佳作

151 國中組作文 龍岡國中 李○璇 七年五班 佳作

152 國中組作文 龍岡國中 陳○宜 九年十班 佳作

153 國中組作文 六和高中國中部 黃○蓁 七年七班 參加獎

154 國中組作文 新明國中 陳○欣 八年二十二班 參加獎



155 國中組作文 福豐國中 陳○仲 八年十二班 參加獎

156 國中組作文 內壢國中 蔡○涵 七年二班 參加獎

157 國中組作文 文昌國中 周○栩 七年七班 參加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