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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林芷筠 新北市集美國小 首獎 

胡芸芃 新北市莒光國小 感動類優選 

李 悅 桃園市建德國小 感動類優選 

方浚毅 台中市葫蘆墩國小 感動類優選 

莫少睿 台中市普霖斯頓小學 感動類優選 

曾妍霏 雲林縣褒忠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妍臻 苗栗縣照南國小 感動類優選 

梁亦萱 苗栗縣山佳國小 感動類優選 

吳沐蓉 高雄市屏山國小 感動類優選 

呂 安 金門縣金湖國小 感動類優選 

李政軒 金門縣中正國小 
兩岸評審獎 

感動類優選 

林芃妍 桃園市龜山國小 創意類優選 

謝沛穎  桃園市中山國小 創意類優選 

文柏硯 台中市大鵬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薏瑄 雲林縣立仁國小 創意類優選 

劉馥嫚 雲林縣立仁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貞云 南投縣平和國小 創意類優選 

邱郁升 嘉義市大同國小 創意類優選 

葉芷瑜 屏東縣公館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芊涵 金門縣中正國小 創意類優選 

黃思穎 金門縣古城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家弘 台北市立永安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安庭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小 說服類優選 

賴韋如 桃園市瑞豐國小 說服類優選 

康博鈞 新竹縣康乃薾中小學 說服類優選 

吳欣晏 雲林縣安慶國小 說服類優選 

李佳霈 雲林縣虎尾國小 說服類優選 

羅翊瑄 苗栗縣客庄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苡晴 嘉義市港坪國小 說服類優選 

張司函 嘉義市崇文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楚甯 金門縣中正國小 說服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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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劉宥辰 新北市新市國小 首獎 

陳啟瀚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兩岸評審獎 

感動類優選 

林苡安 桃園市雙龍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言芳 新北市新莊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星礽 新北市山佳國小 感動類優選 

王靖瑄 台中市竹林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嬿方 台中市竹林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妤珊 台中市南陽國小 感動類優選 

洪慧竺 苗栗縣後龍國小 感動類優選 

周湘蓁 嘉義嘉大附小 感動類優選 

蕭詠璦 台南市新進國小 感動類優選 

賴可峮 花蓮縣明義國小 創意類優選 

許綺珊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創意類優選 

陳姵螢 宜蘭縣南屏國小 創意類優選 

呂瑀蓁 桃園市中原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奕蓁 新北市育才國小 創意類優選 

涂恩頤 新北市網溪國小 創意類優選 

葉芷宜 雲林縣僑真國小 創意類優選 

宋卓璠 雲林縣雲林國小 創意類優選 

羅裕耀 嘉義嘉大附小 創意類優選 

鄭宇希 嘉義市港坪國小 創意類優選 

盧仲韜 台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說服類優選 

林容玉 宜蘭縣公正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資尹 新北市永和國小 說服類優選 

林芯瑜 彰化縣明正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畇榤 苗栗縣建國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翊瑄 嘉義市興嘉國小 說服類優選 

何采璇 嘉義市崇文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宥淇 嘉義市民族國小 說服類優選 

王柏諺 高雄市中正國小 說服類優選 

劉承翰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小 說服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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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七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蕭忻緹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首獎 

施韋岑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許藝薰 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學 感動類優選 

王譽恩 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郭芷妤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劉又嘉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簡苡安 新竹市建功高中 感動類優選 

王友辰 新北市新莊國中 感動類優選 

黃楚晴 新北市溪崑國中 感動類優選 

張紘睿 台中市衛道高中 感動類優選 

黃韻蓉 嘉義市興華中學 
兩岸評審獎 

感動類優選 

萬思妤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創意類優選 

陳可芯 新竹市曙光女中 創意類優選 

蔡睿軒 新竹市曙光女中 創意類優選 

溫子儀 嘉義市協同中學 創意類優選 

呂翊岑 高雄市鳳翔國中 創意類優選 

呂侑潔 高雄市瑞祥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張愛馨 台南市後甲國中 創意類優選 

吳禹蓁 台南市聖功女中 創意類優選 

王浚濠 台南市永康國中 創意類優選 

黃相瑋 金門縣金沙國中 創意類優選 

謝馥安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許巧叡 桃園市新興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葉子珈 桃園市桃園國中 說服類優選 

林鈺珩 新竹市曙光女中 說服類優選 

黃煒璇 新北市中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書禾 台中市鹿寮國中 說服類優選 

許家瑜 雲林縣正心中學 說服類優選 

連侑軒 苗栗縣君毅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張芷綺 台南市復興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宥伈 台南市忠孝國中 說服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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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八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楊子葳 新北市崇林國中 首獎 

游耘如 宜蘭縣復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何昀蓁 桃園市振聲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黃詠笙 桃園市振聲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恩宇 桃園市六和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林聿宸 新竹縣康乃薾中小學 感動類優選 

林恩宇 新北市福營國中 感動類優選 

陳歆閔 台中市沙鹿國中 感動類優選 

張淯婕 台中市居仁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語柔 苗栗縣君毅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林偉玲 高雄市文府國中 感動類優選 

盧謹寬 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學 創意類優選 

蘇郁凱 桃園市大成國中 創意類優選 

洪于庭 新北市福和國中 創意類優選 

吳庭稹 新北市蘆洲國中 創意類優選 

邱伊敏 新北市中山國中 創意類優選 

楊宇棠 台中市龍津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李珮嘉 苗栗縣照南國中 創意類優選 

莊主燕 苗栗縣竹南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宸睿 苗栗縣公館國中 創意類優選 

徐筱晶 台南市大內國中 創意類優選 

林 宣 花蓮縣國風國中 
兩岸評審獎 

說服類優選 

邱 甯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葉緗庭 桃園市東興國中 說服類優選 

方晨宇 新竹市曙光女中 說服類優選 

黃宥茹 雲林縣斗六國中 說服類優選 

林雍芪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說服類優選 

杜柔嫻 苗栗縣明仁國中 說服類優選 

蘇玥儒 嘉義市北興國中 說服類優選 

黃懿芃 台南市興國中學 說服類優選 

張玉靖 台南市新東國中 說服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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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九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郭惠晴 桃園市福豐國中 首獎 

陳泯璇 台南市金城國中 兩岸評審獎 

林祐萱 台北市私立衛理女中 感動類優選 

王藝芯 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洪子媛 宜蘭縣凱旋國中 感動類優選 

劉 凝 桃園市新興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寬昕 新北市土城國中 感動類優選 

余依宸 台中市大墩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可婕 台中市明道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廖中麒 嘉義市北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陳可珊 台南市安平國中 感動類優選 

陳昱潔 屏東縣明正國中 感動類優選 

劉珮瑩 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學 創意類優選 

姜語涵 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學 創意類優選 

紀羽珈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劉楷彬 桃園市八德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家維 桃園市新興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尤映筑 新竹市光華國中 創意類優選 

黃毓家 新竹市培英國中 創意類優選 

呂芊穎 新北市南山中學 創意類優選 

林旆羽 雲林縣揚子中學 創意類優選 

范雁媜 苗栗縣大倫國中 創意類優選 

李 心 花蓮縣宜昌國中 說服類優選 

周昀蓁 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學 說服類優選 

陳彥錚 桃園市自強國中 說服類優選 

王妍蓁 桃園市青埔國中 說服類優選 

楊茜茜 桃園市青埔國中 說服類優選 

江昕芸 桃園市新興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林昱甄 桃園市六和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李承璦 新北市光復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周雨彤 台中市福科國中 說服類優選 

曾惟旎 台南市後甲國中 說服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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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曹若榆 新竹女中 首獎 

王薰婕 台北市私立再興中學 感動類優選 

何郁璇 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 感動類優選 

謝雅茜 新北市林口高中 感動類優選 

陳抒妤 新北市恆毅高中 感動類優選 

曾詩容 新北市北大高中 
兩岸評審獎 

感動類優選 

林禎瑭 台中女中 感動類優選 

杞亮昀 嘉義高中 感動類優選 

黃薏璇 嘉義女中 感動類優選 

陳君瑋 嘉義市輔仁中學 感動類優選 

林禹晴 嘉義市宏仁女中 感動類優選 

趙寳婷 花蓮女中 創意類優選 

林楷瀚 宜蘭縣羅東高中 創意類優選 

傅 薇 新北市中和高中 創意類優選 

林亮語 台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創意類優選 

蔡函霓 台中女中 創意類優選 

林廷瀚 台中市明德中學 創意類優選 

邱芷怜 台中市文華高中 創意類優選 

丁筱芸 南投縣中興高中 創意類優選 

謝雨岑 高雄女中 創意類優選 

江其瑾 台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張皓哲 新北市新北高中 說服類優選 

張硯菡 台中女中 說服類優選 

賴毓嬪 雲林縣斗六高中 說服類優選 

徐苡珊 苗栗縣建台中學高中部 說服類優選 

張芷菱 高雄市三民高中 說服類優選 

洪采嘉 台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陳俞蓁 台南市私立港明高中 說服類優選 

王資敏 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學 說服類優選 

吳晉慈 台南市私立南光中學 說服類優選 

劉哲嘉 雲林縣虎尾高中 說服類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