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繪圖甲組
編號
學校
姓名
1 大有國小 張智涵
2 大有國小 陳妍蓉
3 大崙國小 林采潔
4 大業國小 謝樂曄
5 大業國小 郭羽婕
6 大業國小 張硯涵
7 大溪國小 王妤婕
8 山豐國小 曾紫婷
9 中山國小 黎季姍
10 文化國小 陳妙愷
11 文華國小 喬之言
12 平興國小 姜語喬
13 同安國小 同可瑜
14 同安國小 侯姵安
15 同安國小 連中寧
16 快樂國小 邱馨
17 武漢國小 吳彩彤
18 武漢國小 陳靖潔
19 信義國小 蔡妍真
20 南美國小 朴恩妤
21 建國國小 蔡芷家
22 桃園國小 謝佳琪
23 桃園國小 張芷瑄
24 桃園國小 賴泓妮
25 草漯國小 陳秀青
26 普仁國小 姜凱淇
27 新勢國小 張芷婕
28 楊心國小 曾瀞慧
29 瑞塘國小 李宇喬
30 龍安國小 林宥葳

國小繪圖乙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安國小 姚懿典
2 大安國小 邱奕翔
3 中埔國小 蕭任宣
4 中壢國小 林郁恩
5 中壢國小 邱品褆
6 中壢國小 李昕澄
7 公埔國小 劉恩心
8 公埔國小 劉喬茵
9 文欣國小 吳郁晨
10 文欣國小 丁家溱
11 竹圍國小 柯妤蓁
12 竹圍國小 高凡德
13 東勢國小 吳沛穎
14 芭里國小 江旻翰
15 南門國小 張子晴
16 南門國小 蕭玄媞
17 埔心國小 呂婕羽
18 埔心國小 游千霈
19 高榮國小 蕭湘純
20 高榮國小 邱紫寧
21 高榮國小 池佩紋
22 新路國小 干心菱
23 新路國小 李心語
24 新路國小 郭品菁
25 溪海國小 王語曈
26 廣興國小 游俊霖
27 潮音國小 李羽涵
28 龍岡國小 黃羽萱
29 龍岡國小 袁詩璇
30 龍壽國小 陳品翰
31 龍壽國小 陳嘉妤

國小簡報甲組
編號
學校
姓名
1 楊心國小 賴奕琳
邱凡軒
2 大業國小 劉穎璇
呂采婕
3 桃園國小 詹家綺
魏博滔
4 文華國小 林宛蓁
張宇珊
5 楊心國小 吳祐諄
黃柔瑄
6 南美國小 陳立恩
游家羽
7 建德國小 李沛璇
陳翊凡
8 大業國小 胡凱淇
杜愷玲
9 長庚國小 彭馨瑢
劉書妍
10 長庚國小 陳靖喬
李宥蓉
11 大業國小 陳敬璇
蘇均容
12 楊心國小 王品淳
林敬哲
13 文華國小 王梓泓
林雨縑
14 仁和國小 章淯淙
張書華
15 信義國小 葉秉宸
詹雲涵
16 信義國小 陳芸卉
朱麒筌
17 瑞塘國小 李佳瑜
陳品妍
18 建德國小 楊婷卉
林芷萱
19 文華國小 陳柏宇
佘奕楷
20 仁和國小 蔣仁愷
李奕澄
21 仁和國小 蕭佳欣
徐富宸
22 莊敬國小 陳柏均
邱奕凱

23 新勢國小
24 西門國小
25 大崙國小
26 西門國小
27 林森國小
28 武漢國小
29 大成國小
30 慈文國小

魏銓辰
張聿亘
林川益
蔡嘉宸
羅盛騵
温懷忠
朱舒瑊
錢鈺淇
徐于庭
游巧嫺
何恩瑜
沈品妤
鍾曜駿
呂秉澄
柯農芳
黃國銓

編號

國小簡報乙組
學校
姓名

1 大華高中
2 中埔國小
3 新路國小
4 龍岡國小
5 中埔國小
6 新莊國小
7 新路國小
8 龍岡國小
9 公埔國小
10 公埔國小
11 中埔國小
12 東勢國小
13 新路國小
14 龍壽國小
15 山頂國小
16 四維國小
17 大安國小
18 宋屋國小
19 新榮國小
20 龍壽國小
21 大安國小
22 宋屋國小

蘇于庭
呂千嬅
楊雨晴
林珙銘
蘇彥甄
張芷瑜
張家瑜
李宜萱
蔡允碩
鄭茂均
莊雅云
李晨榛
胡安蕎
吳旻蓁
李秭錡
林品辰
戴培育
蔡嘉容
李宥佳
謝潁盈
呂秉翰
簡言潔
楊育展
徐本宥
黃歆璇
湯佳穎
石浚禾
陳浩翰
陳宥穎
林逸宥
林欣恬
黃子晏
呂采婷
徐杏茹
曾翊丞
袁芸喬
翁采裔
林昀萱
韋泓毅
林冠任
徐梓齊
許羽恩
蔡沐樺
劉予恩

23 大安國小
24 潮音國小
25 龍壽國小
26 潮音國小
27 宋屋國小
28 新榮國小
29 頭洲國小
30 溪海國小

杜承栩
湯淇云
林思妤
張弈涵
游冠喆
廖以捷
李筑媗
郭銀玲
龔沛昕
李佩思
張詠涵
葉昕茹
洪莞欣
吳芷晴
李芷薰
廖翊岑

國小專題寫作甲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有國小 唐睿佑
2 大竹國小 陳秉詮
3 大忠國小 吳楷彥
4 大勇國小 廖苡妊
5 大勇國小 胡庭苡
6 山豐國小 鄭珉喬
7 山豐國小 謝鈞
8 山豐國小 賴恩琳
9 仁和國小 王琪華
10 文華國小 傅筠芸
11 永順國小 葉玟其
12 快樂國小 陳可瑜
13 快樂國小 陳垣廷
14 林森國小 余宥瑄
15 武漢國小 陳富誠
16 長庚國小 向勻婕
17 信義國小 石育霖
18 信義國小 莊馥榕
19 南美國小 賴畇溱
20 建德國小 李嘉昕
21 建德國小 楊恩禮
22 桃園國小 錢雨溱
23 桃園國小 吳佩彤
24 普仁國小 劉家語
25 普仁國小 簡誠佑
26 菓林國小 陳衍愷
27 菓林國小 陳廷宇
28 菓林國小 王建鈞
29 新勢國小 范羽真
30 瑞塘國小 王翎亦
31 龍安國小 劉語蕎

國小專題寫作乙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安國小 林仕崙
2 大安國小 林金鉌
3 大華高中 李官靜
4 大華高中 劉翊嫻
5 大華高中 莊詠竣
6 中埔國小 陳意欣
7 中埔國小 李鼎翊
8 中埔國小 陳家綺
9 中壢國小 葉律伶
10 中壢國小 陳艾妮
11 中壢國小 陳乃竹
12 公埔國小 林君豪
13 公埔國小 李羿潔
14 公埔國小 江子旭
15 四維國小 張力仁
16 宋屋國小 古晟廷
17 宋屋國小 李洧綾
18 東勢國小 徐秉碩
19 南門國小 呂采璇
20 南門國小 孫泳宇
21 新路國小 潘妍希
22 新路國小 黃梓晴
23 新路國小 范睿和
24 溪海國小 郭芯瑜
25 廣興國小 劉沁昀
26 龍岡國小 林亞信
27 龍岡國小 徐福佑
28 龍岡國小 陳立恩
29 龍壽國小 王品孚
30 龍壽國小 高堂祐

國中繪圖甲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成國中 林依潔
2 大成國中 呂蕙真
3 大有國中 吳朕霆
4 大竹國中 呂芷安
5 大崗國中 林育丞
6 大崗國中 呂亦涵
7 仁和國中 李宜軒
8 內壢國中 王甯儀
9 內壢國中 周可婕
10 平興國中 黃昱菱
11 平鎮國中 陳筠家
12 平鎮國中 蘇映潔
13 同德國中 蔡依霏
14 同德國中 許天藍
15 同德國中 陳筠婷
16 自強國中 林佳薰
17 東興國中 黃佳穎
18 南崁國中 林娜亞
19 南崁國中 李翠芸
20 南崁國中 陳顗珺
21 振聲高中 賴禹寧
22 桃園國中 王文君
23 桃園國中 楊亞靜
24 復旦高中 張乃心
25 復旦高中 傅佩晴
26 復旦高中 林晏甄
27 慈文國中 簡佑勳
28 楊梅國中 莊昕瑜
29 楊梅國中 陳姵璇
30 龜山國中 程寓薰

國中繪圖乙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崙國中 袁薰儀
2 竹圍國中 陳以寧
3 竹圍國中 楊季湄
4 凌雲國中 陳藝升
5 凌雲國中 鍾育君
6 凌雲國中 徐子昕
7 草漯國中 江宜臻
8 草漯國中 呂佩芸
9 迴龍國中小
劉苡君
10 迴龍國中小
林敏雯
11 會稽國中 顧芷熏
12 會稽國中 朱玟珺
13 會稽國中 黃苡宸
14 楊明國中 陳虹吟
15 楊明國中 歐宸瑜
16 經國國中 鄭襄蓉
17 經國國中 李芷蓉
18 經國國中 馮允樂
19 漢英高中國中部
葉斐兒
20 龍興國中 李依庭
21 龍興國中 董譯傑
22 龍興國中 邱冠茹

國中簡報甲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東興國中 陳亮宇
楊亞芸
2 東興國中 陳德恩
周鈺庭
3 振聲高中 康庭睿
許宸銘
4 復旦高中 陳彥翰
陳可馨
5 復旦高中 鄒依蓓
廖宜庭
6 內壢國中 廖文謙
陳思妤
7 仁和國中 呂宜瑄
周韋汝
8 同德國中 林巧涵
王婕薰
9 內壢國中 吳依珊
牛圓婕
10 仁和國中 蔡佳璇
黃詩嵐
11 復旦高中 邱翊媃
楊雅晴
12 同德國中 徐鼎鈞
張佑宇
13 光明國中 陳重佑
蔡杰廷
14 楊梅國中 許彤
鄭依玲
15 光明國中 王美琄
許家蓁
16 同德國中 蕭羽彤
劉稚庭
17 平鎮國中 朱恩瑤
劉予晞
18 光明國中 許家薰
林毓宸
19 楊梅國中 梁宸銘
謝兆恩
20 南崁國中 卓侑伶
柯紋靜
21 青埔國中 張凱恩
葉奕辰
22 大有國中 呂晨睿

23 青溪國中
24 平興國中
25 龍潭國中
26 自強國中
27 內壢國中
28 平興國中
29 仁和國中
30 南崁國中

陳宣宇
楊彥丞
呂星頻
陳郁樺
王巧伶
張振婷
鄭羽妍
韓瑋儒
楊珮慈
鄭伊晴
游喻喬
黃筠芯
郭家芸
曾若涵
鄧昀珍
林芸煖
楊捷涵

序號

國中簡報乙組
學校
姓名

1 大華高中 王之佑
曾羽彤
2 私立新興 陳又寧
高中附設 蔡承睿
3 國中小
經國國中 李羿賢
陳仕翰
4 大華高中 徐靖涵
陳頌喬
5 楊明國中 歐沅錡
任沛安
6 會稽國中 張家慈
鄭祐昇
7 竹圍國中 許至柔
林妍秀
8 龍興國中 姜佩青
王愛瑄
9 龍興國中 李宥燁
孫楊益
10 經國國中 黃莘喬
蔡亞潔
11 大崙國中 林品佑
張宸愷
12 仁美國中 吳晨鈺
徐于軫
13 會稽國中 蕭巧喬
施品誠
14 私立新興 顏嘉妤
高中附設 簡暐哲
15 國中小
私立新興 李宥群
高中附設 鄭上宥
16 國中小
仁美國中 鍾采薇
邱俊昌
17 大華高中 王凱同
黃柏榮
18 觀音高中 羅仲伶
姚恩翔
19 竹圍國中 林于佑
楊詠丞
20 龍興國中 黃品蓉
鍾以柔
21 楊明國中 劉韋晴
彭奕慈
22 凌雲國中 陳定榆
蘇俞安

23 凌雲國中 張瑋庭
邱顯珉
24 經國國中 陳宇洋
楊勝宇
25 楊明國中 張祐瑜
范宗麟
26 竹圍國中 李芯儀
廖姿嘉
27 凌雲國中 徐家鍇
彭聖峯

國中專題寫作甲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成國中 蘇子懿
2 仁和國中 吳東遠
3 仁和國中 林鈺穎
4 仁和國中 李佳宸
5 內壢國中 薛詠謙
6 內壢國中 潘詩穎
7 內壢國中 巫至惟
8 平南國中 吳欣哲
9 平鎮國中 蕭宣蓁
10 平鎮國中 陳昱仁
11 平鎮國中 林碩恩
12 光明國中 江政諭
13 光明國中 賴奕勳
14 同德國中 張詩敏
15 同德國中 李沛璇
16 同德國中 陳宣臻
17 自強國中 林庭妤
18 自強國中 謝佳芯
19 自強國中 黃柏森
20 東興國中 胡靜桓
21 東興國中 徐可馨
22 青溪國中 楊千億
23 南崁國中 曾開宇
24 振聲高中 張懷允
25 復旦高中 連語姵
26 復旦高中 蔡語珊
27 楊梅國中 周欣樂
28 楊梅國中 曾嘉祥
29 福豐國中 洪宥筠
30 龍潭國中 王智萱

國中專題寫作乙組
序號
學校
姓名
1 大崙國中 呂心妤
2 大崙國中 梁郁姍
3 大崙國中 蕭誠彥
4 大華高中 張綵璇
5 大華高中 張恩啟
6 大華高中 楊雙慈
7 仁美國中 姜林君
8 竹圍國中 許家宏
9 竹圍國中 張銘傳
10 凌雲國中 藺縱懷
11 凌雲國中 張陳麒印
12 凌雲國中 鄭羽涵
13 草漯國中 連浚凱
14 草漯國中 黃詩涵
15 會稽國中 李宇蕎
16 會稽國中 游子嬰
17 會稽國中 楊上霈
18 楊明國中 陳麒兆
19 楊明國中 謝佳妘
20 經國國中 黃承皓
21 龍興國中 林韋旭
22 龍興國中 郭昱昇
23 龍興國中 楊勝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