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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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國小 陳○儒 一年三班 特優  

新勢國小 黃○熙 一年六班 特優  

復旦國小 羅○嘉 二年二班 特優  

復旦國小 徐○堯 二年一班 特優  

新明國小 徐○煜 二年二班 特優  

西門國小 廖○寧 一年六班 優選  

南美國小 陳○箖 二年三班 優選  

建國國小 洪○宸 一年三班 優選  

建德國小 劉○晏 二年六班 優選  

新勢國小 揚○樂 一年六班 優選  

瑞塘國小 劉○勳 二年七班 優選  

瑞塘國小 鄭○芸 二年七班 優選  

興仁國小 王○羲 二年四班 優選  

龍山國小 賴○丞 一年二班 優選  

龍山國小 黃○綸 一年八班 優選  

大溪國小 林○特 二年四班 佳作  

文欣國小 張○恩 一年一班 佳作  

文欣國小 陶○品 一年三班 佳作  

文欣國小 詹○芯 二年一班 佳作  

文欣國小 黃○擎 二年二班 佳作  

同德國小 林○陽 二年五班 佳作  

新坡國小 吳○希 二年丙班 佳作  

新埔國小 李○致 一年三班 佳作  

龍山國小 黃○凱 一年八班 佳作  

龍山國小 劉○辰 二年四班 佳作  

上大國小 卓○右 二年甲班 參加獎  

文欣國小 徐○岑 二年三班 參加獎  

永順國小 張○葳 二年七班 參加獎  

普仁國小 陳○溱 二年愛班 參加獎  

大華國小 鄭○廷 二年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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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國小 饒○詃 四年一班 特優  

會稽國小 翁○蓉 四年五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梁○ 四年五班 特優  

復旦國小 葉○揚 四年二班 特優  

石門國小 林○妤 四年五班 特優  

新明國小 李○萭 四年六班 優選  

新明國小 陸○彤 四年四班 優選  

新明國小   徐○騰 四年二班 優選  

青溪國小 葉○瑜 四年三班 優選  

同德國小 陳○霓 四年一班 優選  

文化國小 蔡○峰 四年十班 優選  

大溪國小 邱○渝 四年二班 優選  

普仁國小 楊○婷 三年義班 優選  

普仁國小 簡○佑 四年義班 優選  

瑞埔國小 賴○岑 三年四班 優選  

新榮國小 余○軒 四年一班 佳作  

新明國小 羅○娟 四年一班 佳作  

新明國小 溫○賢 四年六班 佳作  

新明國小 楊○安 三年七班  佳作  

會稽國小 邱○宏 四年三班 佳作  

幸福國小 洪○伽 四年三班 佳作  

上大國小 許○旋 四年甲班 佳作  

文欣國小 連○婕 三年二班 佳作  

有得國小 李○睿 四年 B班 佳作  

西門國小 詹○名 三年五班 佳作  

茄苳國小 李○柔 四年丙班 參加獎  

楊明國小 陳○宇 3年三班 參加獎  

頂社國小 凌○晴 四年甲班 參加獎  

同德國小 陳○佑 四年 7班 參加獎  

大崙國小 詹○威 四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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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國小 李○彤 六年二班 特優  

文欣國小 蕭○方 五年二班 特優  

興國國小 蘇○勛 五年七班 特優  

上大國小 黃○涵 六年甲班 特優  

永順國小 江○盈 六年三班 特優  

會稽國小 許○睿 六年一班 優選  

上大國小 涂○芝 六年乙班 優選  

興國國小 蔡○劭 五年四班   優選  

幸福國小 洪○佑 六年五班 優選  

青溪國小 洪○澤 五年二班 優選  

長庚國小 林○琦 六年二班 優選  

內定國小 王○穎 六年甲班 優選  

文欣國小 黃○雯 六年三班 優選  

新明國小 徐○穎  五年三班 優選  

新明國小 游○瑄 六年一班 優選  

草漯國小 李○玟 五年甲班 佳作  

新路國小 吳○蓁 五年二班 佳作  

新莊國小 莊○云 五年甲班 佳作  

新明國小 徐○澤 六年七班 佳作  

永順國小 陳○吾 六年三班 佳作  

西門國小 汪○穎 五年五班 佳作  

普仁國小 陳○芯 六年和班 佳作  

新明國小 曾○堇 六年八班 佳作  

頂社國小 許○翊 六年甲班 佳作  

青溪國小 蘇○郁 五年五班 佳作  

新坡國小 陳○予 六年戊班 參加獎  

大溪國小 林○淇 六年二班 參加獎  

觀音國小 陳○安 五年丙班 參加獎  

啟文國小 曾○瑄 六年甲班 參加獎  

瑞埔國小 戴○緯 五年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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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壢國中 黃○祐 8年 15班 特優  

八德國中 劉○彬 9年 1班 特優  

內壢國中 蔡○惟 7年 29班 特優  

平鎮國中 洪○韻    九年四班   特優  

八德國中 周○庭 8年 6班 特優  

內壢國中 楊○淇 8年 10班 優選  

平鎮國中 黃○樺 九年十六班 優選  

瑞坪國中 錢○璇 8年 5班 優選  

興南國中 呂○庭 7年 3班 優選  

龍岡國中 黎○綾 9年 2班 優選  

中壢國中 羅○嫻 7年 15班 優選  

內壢國中 吳○珊 7年 20班 優選  

平鎮國中 方○云 8年 17班 優選  

龍岡國中 李○詰 8年 16班 優選  

觀音高中附設國中部 葉○妤 8年 8班 優選  

內壢國中 郭○劭 8年 19班 佳作  

內壢國中 陳○志 8年 28班 佳作  

內壢國中 黃○霖 8年 28班 佳作  

瑞坪國中 陳○旭 8年 5班 佳作  

瑞坪國中 廖○茹 8年 5班 佳作  

八德國中 孫○益 9年 6班 佳作  

六和高中國中部   劉○彥 8年 10班 佳作  

龍岡國中 姜○葶 9年 5班 佳作  

龍岡國中 張○儀 7年 5班 佳作  

觀音國中 吳○蓁 8年 2班 佳作  

內壢國中 謝○穎 7年 13班 參加獎  

內壢國中 姜○筠 7年 18班 參加獎  

瑞坪國中 李○軒 8年 5班 參加獎  

瑞坪國中 姜○岑 8年 5班 參加獎  

龍岡國中 戴○聿 9年 5班 參加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