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組別 學校名稱 投稿作者姓名 班級 獎項

1 童詩創作 新埔國小 李○致 4年2班 特優

2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何○炘 4年2班 特優

3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龔○析 6年1班 特優

4 童詩創作 普仁國小 陳○彤 6年7班 特優

5 童詩創作 林森國小 葉○皓 4年4班 特優

6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郭○恩 6年4班 優選

7 童詩創作 新埔國小 梁○樂 6年1班 優選

8 童詩創作 新明國小 賴○廷 4年1班 優選

9 童詩創作 瑞塘國小 楊○涵 5年3班 優選

10 童詩創作 內壢國小 鄭○甯 4年1班 優選

11 童詩創作 林森國小 謝○樂 4年5班 優選

12 童詩創作 青埔國小 曾○翌 4年8班 優選

13 童詩創作 新街國小 傅○翔 5年1班 優選

14 童詩創作 桃園國小 陳○瑪 5年2班 優選

15 童詩創作 桃園國小 張○德 5年6班 優選

16 童詩創作 文化國小 林○臻 4年4班 優選

17 童詩創作 上大國小 林○華 5年乙班 優選

18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吳○ 5年2班 優選

19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林○依 6年1班 優選

20 童詩創作 內壢國小 丁○庭 3年6班 優選

21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蔡○諺 6年甲班 佳作

22 童詩創作 興國國小 徐○嫺 4年7班 佳作

23 童詩創作 文化國小 范○安 4年4班 佳作

24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林○磊 6年甲班 佳作

25 童詩創作 新明國小 曾○宸 5年3班 佳作

26 童詩創作 義興國小 彭○褕 6年3班 佳作

27 童詩創作 中原國小 范姜○彥 4年7班 佳作

28 童詩創作 新勢國小 范○勤 2年7班 佳作

29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徐○澤 4年2班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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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楊○漵 5年1班 佳作

31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莊○綾 5年2班 佳作

32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黃○宸 6年1班 佳作

33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陳○嫻 6年4班 佳作

34 童詩創作 上大國小 彭○騰 6年乙班 佳作

35 童詩創作 西門國小 劉○賀 4年9班 佳作

36 童詩創作 同安國小 劉○巖 6年1班 入選

37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邱○堯 6年甲班 入選

38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賴○城 6年甲班 入選

39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謝○恩 6年甲班 入選

40 童詩創作 興國國小 邱○恩 5年8班 入選

41 童詩創作 新明國小 宋○葶 5年5班 入選

42 童詩創作 大崙國小 陳○蓁 6年丙班 入選

43 童詩創作 高原國小 林○仕 5年甲班 入選

44 童詩創作 興國國小 詹○榛 4年7班 入選

45 童詩創作 桃園國小 陳○辰 3年5班 入選

46 童詩創作 新埔國小 呂○榛 6年2班 入選

47 童詩創作 頂社國小 陳○恩 6年甲班 入選

48 童詩創作 新明國小 李○哲 4年9班 入選

49 童詩創作 新明國小 曾○晰 3年1班 入選

50 童詩創作 石門國小 陳○弘 5年3班 入選

51 童詩創作 芭里國小 廖○農 4年孝班 入選

52 童詩創作 西門國小 吳○心 4年3班 入選

53 童詩創作 義興國小 巫○晴 3年6班 入選

54 低年級作文 青溪國小 邱○涵 2年6班 特優

55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呂○菻 2年1班 特優

56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高○菲 2年5班 特優

57 低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董○齊 2年5班 特優

58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韓○呈 2年2班 特優

59 低年級作文 新街國小 邱○嫻 1年1班 優選

60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劉○文 2年1班 優選



61 低年級作文 啟文國小 陳○嫻 2年甲班 優選

62 低年級作文 新勢國小 戴○胤 2年7班 優選

63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李○蓁 2年1班 優選

64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王○恆 2年5班 優選

65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曾○楷 2年6班 優選

66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曾○睿 2年6班 優選

67 低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郭○麟 2年5班 優選

68 低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吳○安 2年5班 優選

69 低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簡○博 2年5班 優選

70 低年級作文 成功國小 徐○妍 2年5班 優選

71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徐○恩 2年2班 優選

72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劉○凝 2年2班 優選

73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張○希 2年3班 優選

74 低年級作文 中山國小 林○蓁 2年2班 佳作

75 低年級作文 八德國小 黃○宥 1年9班 佳作

76 低年級作文 啟文國小 黃○甄 2年甲班 佳作

77 低年級作文 中埔國小 陳○軒 2年1班 佳作

78 低年級作文 中埔國小 吳○頡 2年1班 佳作

79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魏○芮 2年5班 佳作

80 低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徐○媞 2年7班 佳作

81 低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陳○荷 2年忠班 佳作

82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林○捷 1年1班 佳作

83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陳○縈 2年2班 佳作

84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許○筑 2年2班 佳作

85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林○妘 2年2班 佳作

86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許○博 2年2班 佳作

87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吳○杰 2年3班 佳作

88 低年級作文 同德國小 林○晴 2年4班 佳作

89 低年級作文 啟文國小 鄧○澤 1年甲班 入選

90 低年級作文 新街國小 陳○瑧 2年2班 入選

91 低年級作文 龍岡國小 徐○耘 1年3班 入選



92 低年級作文 八德國小 吳○菲 1年9班 入選

93 低年級作文 新勢國小 黃○秝 2年7班 入選

94 低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徐○芝 2年4班 入選

95 低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鄭○栩 2年4班 入選

96 低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張○熙 2年忠班 入選

97 低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李○璇 2年孝班 入選

98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李○葳 1年3班 入選

99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紀○茗 2年2班 入選

100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許○瑚 2年2班 入選

101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蕭○曜 2年2班 入選

102 低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盧○胤 2年5班 入選

103 低年級作文 慈文國小 楊○頤 2年5班 入選

104 中年級作文 建德國小 劉○耀 3年11班 特優

105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李○哲 4年9班 特優

106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黃○瑄 3年4班 特優

107 中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黃○蕾 3年甲班 特優

108 中年級作文 上大國小 唐○真 3年乙班 特優

109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賴○廷 4年1班 優選

110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羅○畇 4年6班 優選

111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黃○欣 4年7班 優選

112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尤○翊 4年3班 優選

113 中年級作文 新街國小 侯○寧 4年3班 優選

114 中年級作文 同德國小 陳○安 4年4班 優選

115 中年級作文 同德國小 王○昕 4年4班 優選

116 中年級作文 大華中學國小部 劉○融 3年誠班 優選

117 中年級作文 永順國小 黃○雁 3年3班 優選

118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許○昀 3年2班 優選

119 中年級作文 瑞埔國小 彭○熏 4年5班 優選

120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張○晴 4年6班 優選

121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郭○澄 4年3班 優選

122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劉○瑄 4年4班 優選



123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林○妤 4年4班 優選

124 中年級作文 楊梅國小 高○頎 4年5班 佳作

125 中年級作文 義興國小 洪○琦 3年5班 佳作

126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張○楚 3年4班 佳作

127 中年級作文 瑞塘國小 池○昕 4年2班 佳作

128 中年級作文 元生國小 邱○縈 3年4班 佳作

129 中年級作文 龍潭國小 蕭○樂 4年6班 佳作

130 中年級作文 龍潭國小 邱○耀 4年6班 佳作

131 中年級作文 龍潭國小 葉○晞 4年6班 佳作

132 中年級作文 復旦國小 牧○箴 3年1班 佳作

133 中年級作文 復旦國小 劉○裕 3年2班 佳作

134 中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吳○勳 3年甲班 佳作

135 中年級作文 西門國小 王○曦 4年4班 佳作

136 中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趙○擎 3年3班 佳作

137 中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林○羽 3年3班 佳作

138 中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黃○瑞 3年5班 佳作

139 中年級作文 義興國小 邱○宸 3年5班 入選

140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曾○晰 3年1班 入選

141 中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許○妮 3年5班 入選

142 中年級作文 諾瓦國小 郭○之 3年A班 入選

143 中年級作文 大華中學國小部 劉○頤 3年誠班 入選

144 中年級作文 自強國小 黃○瑜 3年孝班 入選

145 中年級作文 大有國小 林○ 4年6班 入選

146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白○ 4年1班 入選

147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周○媞 4年1班 入選

148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蔡○喬 4年2班 入選

149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范○隃 4年3班 入選

150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劉○希 4年5班 入選

151 中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劉○漩 4年5班 入選

152 中年級作文 新莊國小 劉○薰 3年乙班 入選

153 中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范○宸 4年2班 入選



154 中年級作文 新坡國小 吳○嫣 4年乙班 入選

155 高年級作文 武漢國小 黃○杰 5年4班 特優

156 高年級作文 同安國小 劉○巖 6年1班 特優

157 高年級作文 新街國小 楊○浚 6年5班 特優

158 高年級作文 瑞祥國小 陳○心 5年甲班 特優

159 高年級作文 興仁國小 王○維 5年5班 特優

160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李○帆 6年1班 優選

161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蔡○晅 5年7班 優選

162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余○文 5年5班 優選

163 高年級作文 平興國小 康○瑜 5年2班 優選

164 高年級作文 大勇國小 趙○妍 6年11班 優選

165 高年級作文 南門國小 石○欣 5年1班 優選

166 高年級作文 中原國小 洪○洵 5年8班 優選

167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傅○筑 5年C班 優選

168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鄧○ 5年C班 優選

169 高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黃○明 6年忠班 優選

170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黃○澄 5年4班 優選

171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陳○容 5年6班 優選

172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周○蓁 6年5班 優選

173 高年級作文 瑞埔國小 徐○妮 5年2班 優選

174 高年級作文 新明國小 曾○宸 5年3班 佳作

175 高年級作文 建德國小 劉○晏 5年1班 佳作

176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劉○宇 5年3班 佳作

177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李○ 5年5班 佳作

178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李○ 5年5班 佳作

179 高年級作文 樂善國小 杜○彤 5年4班 佳作

180 高年級作文 南崁國小 高○旻 6年7班 佳作

181 高年級作文 富林國小 許○詠 6年甲班 佳作

182 高年級作文 內定國小 鍾○昀 5年甲班 佳作

183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徐○妤 5年2班 佳作

184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陳○弘 5年3班 佳作



185 高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鄭○彥 6年孝班 佳作

186 高年級作文 建德國小 黃○晴 5年11班 佳作

187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郭○希 6年5班 佳作

188 高年級作文 新街國小 吳○萱 6年5班 佳作

189 高年級作文 義興國小 劉○涵 5年1班 入選

190 高年級作文 瑞塘國小 傅○榛 5年1班 入選

191 高年級作文 自強國小 譚○臨 5年忠班 入選

192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曾○軒 5年C班 入選

193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陳○嫻 5年4班 入選

194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吳○匯 6年2班 入選

195 高年級作文 興國國小 湯○臻 6年3班 入選

196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顏○妤 5年1班 入選

197 高年級作文 石門國小 莊○綾 5年2班 入選

198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張○茵 6年甲班 入選

199 高年級作文 有得國中小 吳○宣 6年甲班 入選

200 高年級作文 芭里國小 陳○蓉 6年忠班 入選

201 高年級作文 桃園國小 何○樂 6年4班 入選

202 高年級作文 新坡國小 林○妤 6年丁班 入選

203 高年級作文 新莊國小 吳○頤 6年甲班 入選

204 國中作文 大園國中 黃○郁 7年12班 特優

205 國中作文 治平國中 羅○廷 9年和班 特優

206 國中作文 復旦高中(國中部) 李○婕 7年447班 特優

207 國中作文 楊梅國中 王○璇 7年12班 特優

208 國中作文 龍岡國中 方○鈺 9年3班 特優

209 國中作文 平南國中 藍○庭 8年7班 優選

210 國中作文 東興國中 馮○碩 8年11班 優選

211 國中作文 中壢國中 蓋○晴 916 優選

212 國中作文 經國國中 陳○霓 704 優選

213 國中作文 過嶺國中 劉○安 9年11班 優選

214 國中作文 龍潭國中 林○璇 8年14班 優選

215 國中作文 觀音國中 張○瑄 7年3班 優選



216 國中作文 內壢國中 簡○芮 8年19班 優選

217 國中作文 凌雲國中 陳○承 9年6班 優選

218 國中作文 凌雲國中 劉○妤 9年6班 優選

219 國中作文 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許○瑀 7年5班 優選

220 國中作文 復旦高中(國中部) 郭○榛 7年453班 優選

221 國中作文 楊梅國中 傅○禾 7年12班 優選

222 國中作文 楊梅國中 彭○婷 9年6班 優選

223 國中作文 大園國中 鍾○霖 7年12班 佳作

224 國中作文 同德國中 林○璟 9年4班 佳作

225 國中作文 武漢國中 吳○彤 8年1班 佳作

226 國中作文 仁和國中 黃○萱 7年12班 佳作

227 國中作文 內壢國中 宋○瑜 8年5班 佳作

228 國中作文 內壢國中 吳○婷 8年16班 佳作

229 國中作文 內壢國中 江○翰 8年19班 佳作

230 國中作文 凌雲國中 鄭○涵 9年6班 佳作

231 國中作文 復旦高中(國中部) 吳○岑 7年447班 佳作

232 國中作文 復旦高中(國中部) 吳○萲 7年453班 佳作

233 國中作文 楊梅國中 陳○羽 7年2班 佳作

234 國中作文 楊梅國中 平○菱 7年12班 佳作

235 國中作文 八德國中 王○方 9年8班 佳作

236 國中作文 中壢國中 劉○寧 9年2班 入選

237 國中作文 中壢國中 陳○琪 8年18班 入選

238 國中作文 平南國中 謝○芸 8年9班 入選

239 國中作文 觀音高級中學國中部 許○昕 9年2班 入選

240 國中作文 福豐國中 陳○仲 9年12班 入選

241 國中作文 龍潭國中 林○淳 7年2班 入選

242 國中作文 仁和國中 周○君 7年12班 入選

243 國中作文 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王○翔 8年3班 入選

244 國中作文 復旦高中(國中部) 楊○尋 8年434班 入選

245 國中作文 瑞坪國中 徐○廷 8年1班 入選

246 國中作文 瑞坪國中 黃○辰 8年1班 入選



247 國中作文 龍岡國中 向○涵 9年7班 入選

248 國中作文 龍岡國中 黃○宜 9年4班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