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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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國小 吳○桐 一年 1班 特優  

同德國小 陳○安 二年 2班 特優  

有得國小 林○璇 二年 A班 特優  

富林國小 熊○卉 一年甲班 特優  

建德國小 劉○耀 一年 8班 優選  

興國國小 田○嘉 二年 5班 優選  

育仁國小 黎○恬 二年甲班 優選  

中原國小 呂○儒 二年 10班 優選  

草漯國小 楊○榕 二年己班 優選  

建國國小 廖○綺 二年 3班 優選  

石門國小 楊○為 二年 2班 優選  

芭里國小 楊○如 一年忠班 優選  

桃園國小 黃○瑞 一年 4班 優選  

桃園國小 李○勳 二年 1班 優選  

桃園國小 林○宇 二年 4班 優選  

桃園國小 林○雯 二年 4班 優選  

大華中學小學部 梁○琪 一年誠班 佳作  

義興國小 彭○鈞 二年 2班 佳作  

普仁國小 陳○甯 二年義班 佳作  

大華中學小學部 陳○欣 二年誠班 佳作  

大業國小 張○晴 二年 4班 佳作  

大勇國小 謝○希 二年 1班 佳作  

建國國小 楊○潔 二年 3班 佳作  

上大國小 古○妤 1年甲班 佳作  

上大國小 袁○宸 1年甲班 佳作  

石門國小 李○馨 二年 2班 佳作  

芭里國小 吳○樂 二年忠班 佳作  

芭里國小 胡○奕 二年忠班 佳作  

芭里國小 劉○希 二年孝班 佳作  

桃園國小 黃○淵 一年 1班 佳作  



桃園國小 范○淇 一年 3班 佳作  

新勢國小 李○ 二年 4班 佳作  

新勢國小 李○漌 二年 6班 佳作  

新勢國小 黃○熙 二年 6班 佳作  

新榮國小 黃○揚 二年 1班 佳作  

自立國小 曾○瑄 一年忠班 參加獎  

新屋國小 李○香 二年 3班 參加獎  

同安國小 郭○晨 二年 2班 參加獎  

五權國小 梁○媜 二年乙班 參加獎  

西門國小 林○恩 一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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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明國小 呂○澄 四年 5班 特優  

興國國小 蔡○晅 三年 1班 特優  

興國國小 馮○淮 四年 6班 特優  

石門國小 吳○ 三年 6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洪○澤 三年 6班 特優  

新明國小 徐○煜 三年 2班 優選  

新明國小 莊○樂 三年 2班 優選  

芭里國小 邱○翰 三年忠班 優選  

芭里國小 吳○嵐 四年忠班 優選  

石門國小 陳○弘 三年 6班 優選  

石門國小 莊○綾 三年 6班 優選  

石門國小 陳○彥 三年 6班 優選  

石門國小 顏○妤 三年 6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方○雨 三年 9班 優選  

新莊國小 吳○頤 四年乙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李○孜 三年 9班 優選  

芭里國小 余○菲 三年忠班 優選  

石門國小 林○ 三年 6班 優選  

石門國小 劉○麟 三年 6班 優選  

西門國小 劉○晏 三年 5班 優選  

育仁國小 黎○澄 四年甲班 佳作  

頂社國小 林○磊 四年甲班 佳作  

上大國小 唐○哲 四年甲班 佳作  

青溪國小 梁○曦 四年 8班 佳作  

西門國小 詹○甯 三年 1班 佳作  

西門國小 游○衡 三年 6班 佳作  

南門國小 朱○妤 四年 4班 佳作  

大華中學小學部 吳○蓁 四年誠班 佳作  

新莊國小 王○慈 四年乙班 佳作  

富林國小 謝○恩 三年甲班 佳作  

瑞塘國小 劉○蓓 三年 7班 佳作  

五權國小 陳○謙 四年甲班 佳作  



西門國小 吳○霏 三年 3班 佳作  

西門國小 劉○陽 三年 8班 佳作  

興國國小 黃○嵘 四年 4班 佳作  

興國國小 王○ 四年 5班 佳作  

石門國小 王○伶 三年 6班 佳作  

中原國小 方○晨 三年 1班 參加獎  

瑞梅國小 季○權 三年愛班 參加獎  

田心國小 許○棠 四年 1班 參加獎  

同德國小 黃○萱 四年 9班 參加獎  

桃園國小 韓○蔚 三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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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7班 特優  

同德國小 陳○霓 五年 4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林○欣 五年 5班 特優  

大潭國小 張○瑄 五年甲班 特優  

新明國小 徐○騰 五年 8班 特優  

石門國小 蔡○倪 五年 2班 優選  

石門國小 傅○恩 五年 2班 優選  

上大國小 曾○涵 六年甲班 優選  

西門國小 鄭○竺 五年 1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温○賢 五年 5班 優選  

石門國小 林○妤 五年 5班 優選  

新明國小 黃○甯 五年 5班 優選  

新埔國小 翁○安 六年 5班 優選  

青埔國小 張○庭 五年 3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李○萭 五年 6班 優選  

新榮國小 余○軒 五年 2班 優選  

五權國小 黃○瑋 五年甲班 優選  

興國國小 馮○碩 六年 7班 優選  

信義國小 鄒○庭 五年 2班 優選  

新莊國小 李○榛 六年乙班 優選  

新明國小 徐○穎 六年 3班 佳作  

石門國小 梁○ 五年 1班 佳作  

石門國小 張○湉 五年 1班 佳作  

興國國小 趙○希 六年 6班 佳作  

西門國小 鍾○曦 五年 8班 佳作  

芭里國小 莊○叡 五年忠班 佳作  

興國國小 劉○喆 六年 4班 佳作  

內定國小 曾○茜 五年甲班 佳作  

快樂國小 莊○廷 六年 3班 佳作  

新莊國小 胡○安 五年乙班 佳作  



西門國小 賴○萱 五年 5班 佳作  

芭里國小 黃○宸 六年忠班 佳作  

新莊國小 陳○芯 六年乙班 佳作  

瑞塘國小 曾○琇 五年 1班 佳作  

青埔國小 羅○瑄 五年 3班 佳作  

興國國小 陳○婷 六年 3班 佳作  

新明國小 黃○蓁 六年 6班 佳作  

頂社國小 陳○鈞 五年甲班 參加獎  

育仁國小 邱○妤 六年甲班 參加獎  

富林國小 曾○俞 五年甲班 參加獎  

瑞埔國小 陳○瑞 五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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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豐國中 陳○彤 八年 14班 特優  

瑞坪國中 鍾○瑤 九年 6班 特優  

龍岡國中 蔡○捷 七年 2班 特優  

觀音高中附設國中部 温○棕 八年 1班 優選  

瑞坪國中 陳○旭 九年 5班 優選  

龍岡國中 游○清 八年 9班 優選  

龍岡國中 曾○榛 八年 9班 優選  

過嶺國中 黃○蕾 八年 3班 優選  

福豐國中 陳○宇 七年 9班 優選  

有得國中 鍾○潔 八年 A班 優選  

大竹國中 王○茵 八年 4班 優選  

龍岡國中 顏○姍 七年 4班 優選  

觀音國中 黃○渝 九年 2班 優選  

內壢國中 蔡○惟 八年 29班 優選  

內壢國中 黃○倢 七年 20班 優選  

平南國中 陳○ 八年 15班 優選  

龍岡國中 何○芸 七年 6班 佳作  

龍岡國中 陳○宜 八年 10班 佳作  

龍岡國中 林○成 七年 12班 佳作  

中壢國中 徐○澤 七年 18班 佳作  

東興國中 黃○睿 八年 18班 佳作  

龍岡國中 林○均 八年 9班 佳作  

龍岡國中 劉○榛 八年 13班 佳作  

東興國中 黃潘○伃 八年 4班 佳作  

凌雲國中 魏○寧 八年 6班 佳作  

大華中學 林○葳 八年德班 佳作  

龍岡國中 劉○瑛 七年 2班 佳作  

龍岡國中 羅○誠 七年 4班 佳作  

瑞坪國中 李○湉 七年 7班 佳作  

瑞坪國中 梁○瑜 九年 5班 佳作  

有得國中 呂○ 七年 B班 參加獎  



龍岡國中 朱○槿 八年 5班 參加獎  

大華中學 蔣○賢 七年智班 參加獎  

瑞坪國中 沈○均 九年 5班 參加獎  

瑞坪國中 陳○孝 九年 5班 參加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