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專題寫作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仁和國小 王琪華 林裕峯

優等 山豐國小 謝鈞 黃榮杰

優等 長庚國小 向勻婕 陳品志

甲等 建德國小 李嘉昕 劉文賓

甲等 龍安國小 劉語蕎 王建翔

甲等 大竹國小 陳秉詮 楊偉正

佳作 大忠國小 吳楷彥 吳國永

佳作 山豐國小 鄭珉喬 黃榮杰

佳作 普仁國小 簡誠佑 吳宜燕

佳作 大勇國小 廖苡妊 姚志宏

佳作 建德國小 楊恩禮 劉文賓

佳作 永順國小 葉玟其 楊易學

佳作 新勢國小 范羽真 蔡明瑞

佳作 山豐國小 賴恩琳 許志豪

佳作 瑞塘國小 王翎亦 鍾禎庭

佳作 文華國小 傅筠芸 陳俊源



國小專題寫作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中埔國小 陳家綺 莊葦櫻

優等 新路國小 范睿和 施吉安

優等 新路國小 黃梓晴 施吉安

甲等 大安國小 林仕崙 呂佩怡

甲等 新路國小 潘妍希 施吉安

甲等 中埔國小 陳意欣 莊葦櫻



國中專題寫作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仁和國中 吳東遠 簡良燕

優等 內壢國中 薛詠謙 陳承偉

優等 福豐國中 洪宥筠 李勁緯

甲等 楊梅國中 周欣樂 詹雅嫻

甲等 平鎮國中 林碩恩 高翊峯

甲等 仁和國中 李佳宸 簡良燕

佳作 楊梅國中 曾嘉祥 詹雅嫻

佳作 平鎮國中 陳昱仁 高翊峯

佳作 自強國中 林庭妤 張夏暖

佳作 內壢國中 潘詩穎 婁方灝

佳作 仁和國中 林鈺穎 簡良燕

佳作 復旦高中 蔡語珊 謝明佑



國中專題寫作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經國國中 黃承皓 薛秀琳

優等 大華高中 張恩啟 潘乾芳

優等 會稽國中 游子嬰 陳炎漳

甲等 大崙國中 呂心妤 李沂澄

甲等 會稽國中 李宇蕎 陳炎漳

甲等 大華高中 張綵璇 潘乾芳

佳作 凌雲國中 藺縱懷 莊郁琳

佳作 仁美國中 姜林君 廖倚正

佳作 竹圍國中 許家宏 蕭淑珍



國小簡報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李沛璇

陳翊凡

陳芸卉

朱麒筌

詹家綺

魏博滔

蕭佳欣

徐富宸

陳柏宇

佘奕楷

朱舒瑊

錢鈺淇

特優 建德國小 曾盟証

優等 信義國小 劉建德

優等 桃園國小 張峰銘

甲等 仁和國小 林裕峯

甲等 文華國小 陳俊源

甲等 西門國小 呂定展



國小簡報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莊雅云

李晨榛

蘇于庭

呂千嬅

楊雨晴

林珙銘

杜承栩

湯淇云

徐梓齊

許羽恩

龔沛昕

李佩思

呂秉翰

簡言潔

蘇彥甄

張芷瑜

胡安蕎

吳旻蓁

黃歆璇

湯佳穎

呂采婷

徐杏茹

曾翊丞

袁芸喬

特優 新莊國小 鄭宇傑

優等 大華高中 潘乾芳

優等 中埔國小 莊葦櫻

甲等 大安國小 呂佩怡

甲等 大安國小 呂佩怡

甲等 宋屋國小 詹正義

佳作 中埔國小 莊葦櫻

佳作 新路國小 林中元

佳作 新路國小 林中元

佳作 新路國小 林中元

佳作 大安國小 呂佩怡

佳作 宋屋國小 何蕙琪



國中簡報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鄒依蓓

廖宜庭

呂晨睿

陳宣宇

吳依珊

牛圓婕

朱恩瑤

劉予晞

邱翊媃

楊雅晴

許家薰

林毓宸

王美琄

許家蓁

徐鼎鈞

張佑宇

廖文謙

陳思妤

黃筠芯

郭家芸

特優 復旦高中 戴芸青

優等 大有國中 陳志偉

優等 內壢國中 徐碧玉

甲等 平鎮國中 蘇怡安

甲等 復旦高中 戴芸青

甲等 光明國中 謝欣秀

佳作 光明國中 謝欣秀

佳作 同德國中 何筱婷

佳作 內壢國中 陳承偉

佳作 平興國中 廖俊傑



國中簡報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王之佑

曾羽彤

羅仲伶

姚恩翔

陳又寧

蔡承睿

王凱同

黃柏榮

張家慈

鄭祐昇

陳宇洋

楊勝宇

徐靖涵

陳頌喬

張瑋庭

邱顯珉

陳定榆

蘇俞安

黃品蓉

鍾以柔

李宥燁

孫楊益

蕭巧喬

施品誠

黃莘喬

蔡亞潔

特優 大華高中 潘乾芳

優等 觀音高中 翁浴芳

優等 私立新興

高中附設

國中小

楊秀芳

甲等 大華高中 潘乾芳

甲等 會稽國中 陳惠貞

甲等 經國國中 薛秀琳

佳作 大華高中 潘乾芳

佳作 凌雲國中 莊郁琳

佳作 凌雲國中 莊郁琳

佳作 龍興國中 黃金水

佳作 經國國中 薛秀琳

佳作 龍興國中 黃金水

佳作 會稽國中 陳惠貞



國小繪圖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國小 謝佳琪 張峰銘

優等 同安國小 連中寧 宋青和

優等 同安國小 侯姵安 宋青和

甲等 信義國小 蔡妍真 何至剛

甲等 南美國小 朴恩妤 郭炯廷

甲等 桃園國小 賴泓妮 張峰銘

佳作 桃園國小 張芷瑄 張峰銘

佳作 新勢國小 張芷婕 蔡明瑞

佳作 大業國小 謝樂曄 詹婉寧

佳作 中山國小 黎季姍 邱長清

佳作 大溪國小 王妤婕 黃蓓文

佳作 大崙國小 林采潔 莊勝吉

佳作 大業國小 張硯涵 詹婉寧

佳作 建國國小 蔡芷家 鄭永峻

佳作 大業國小 郭羽婕 詹婉寧



國小繪圖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文欣國小 吳郁晨 吳純鈞

優等 埔心國小 呂婕羽 徐崇原

優等 中壢國小 林郁恩 謝愷宸

甲等 竹圍國小 柯妤蓁 沈桓賢

甲等 文欣國小 丁家溱 吳純鈞

甲等 新路國小 郭品菁 劉錫珍

佳作 高榮國小 邱紫寧 黃麗瓊

佳作 廣興國小 游俊霖 王沛涵

佳作 潮音國小 李羽涵 卓亦彬

佳作 大安國小 姚懿典 呂佩怡

佳作 中壢國小 李昕澄 謝愷宸

佳作 公埔國小 劉恩心 吳若樺

佳作 中埔國小 蕭任宣 莊葦櫻



國中繪圖甲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大崗國中 林育丞 陳金燦

優等 慈文國中 簡佑勳 陳富億

優等 東興國中 黃佳穎 李心彤

甲等 大成國中 林依潔 童筱斐

甲等 平興國中 黃昱菱 鍾沄蓁

甲等 楊梅國中 陳姵璇 吳坤憲

佳作 仁和國中 李宜軒 簡良燕

佳作 復旦高中 傅佩晴 張菀真

佳作 楊梅國中 莊昕瑜 吳坤憲

佳作 大有國中 吳朕霆 陳志偉



國中繪圖乙組

名次 學校 選手 指導老師

特優 經國國中 鄭襄蓉 薛秀琳

優等 龍興國中 李依庭 黃金水

優等 楊明國中 歐宸瑜 張素菁

甲等 凌雲國中 鍾育君 莊郁琳

甲等 大崙國中 袁薰儀 李沂澄

甲等 竹圍國中 陳以寧 蕭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