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小中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賴玟君 崇文國小 首獎 

郭禹彤 漳興國小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詹明文 中原國小 感動類優選 

張舒品 北門國小 感動類優選 

張華庭 新竹市曙光國小 感動類優選 

劉紫婕 新竹市曙光國小 感動類優選 

徐郁婷 新竹縣山崎國小 感動類優選 

張沛新 建功國小 感動類優選 

蔡憶慈 烏日國小 感動類優選 

謝子晴 弘明實驗高中 感動類優選 

林榆蓁 十全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宛榆 三村國小 感動類優選 

高可軒 私立再興小學 創意類優選 

王苡宣 青山國中小 創意類優選 

許禕文 聖心國小 創意類優選 

林延宥 麗林國小 創意類優選 

童奕崴 文欣國小 創意類優選 

林曉榆 安慶國小 創意類優選 

謝依璇 建功國小 創意類優選 

黃妍昕 照南國小 創意類優選 

邱士珩 勝利國小 創意類優選 

謝彥霆 及人國小 說服類優選 

林祐漩 桃子腳國中小 說服類優選 

林虹 同德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妍忻 大華國小 說服類優選 

章慈恩 維多利亞小學 說服類優選 

林紹愷 公館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禾 后庄國小 說服類優選 

吳綺恩 博愛國小 說服類優選 

林耘安 高師大附小 說服類優選 

蘇佑名 中正國小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小高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吳芊霈 新莊國小 首獎 

林卉軒 市立國語實小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劉子睿 私立再興小學 感動類優選 

陳雅婕 東華附小 感動類優選 

呂佳恩 安和國小 感動類優選 

歐陽祐嘉 大忠國小 感動類優選 

徐苡瑄 私立康乃薾中小學 感動類優選 

黃姿云 山佳國小 感動類優選 

蔡函瑾 新甲國小 感動類優選 

黃禹喬 文化國小 感動類優選 

楊善穎 新市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子茉 開瑄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翊溱 明義國小 創意類優選 

巫艾容 重慶國小 創意類優選 

劉紘銘 青溪國小 創意類優選 

許瑜恬 嘉大附小 創意類優選 

許博淳 瑞豐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瑞頤 新興國小 創意類優選 

張祐宜 新進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俞臻 文元國小 創意類優選 

李政軒 中正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天晴 北成國小 說服類優選 

賴宣頤 東華附小 說服類優選 

陳惟真 文化國小 說服類優選 

吳承庭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說服類優選 

吳家瑩 私立康乃薾中小學 說服類優選 

陳沛妤 力行國小 說服類優選 

李洺菎 永康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弈捷 金鼎國小 說服類優選 

許佳云 開瑄國小 說服類優選 

李庭穎 古寧國小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七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萬學寧 康橋國際學校 首獎 

葉宸羽 市立龍山國中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葉彥妤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劉哲宇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蔡聿兒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張舒涵 新莊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菡嫆 復旦高中附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嬿方 沙鹿國中 感動類優選 

王靖瑄 鹿寮中學 感動類優選 

陳祉妍 玉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許雅若 輔仁中學 感動類優選 

蕭詠璦 新東國中 感動類優選 

吳耕語 羅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姵羽 市立古亭國中 創意類優選 

丁家馨 私立康乃薾中小學 創意類優選 

謝於樵 居仁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姵禎 南崗國中 創意類優選 

羅宇晨 照南國中 創意類優選 

塗以霖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溫文妍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方偉澤 黎明中學 創意類優選 

林宸婕 慧燈中學 說服類優選 

林容玉 羅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啟瀚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劉杰宓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鄭雅竹 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蔣照凡 私立東山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張雅筑 民生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宥淇 民生國中 說服類優選 

施奕婷 鳳西國中 說服類優選 

張育嘉 臺南市崇明國中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八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張芷綺 復興國民中學 首獎 

陳紹齊 三峽國中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

選 

盛猷恩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董柏宇 私立靜心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林允成 國風國中 感動類優選 

吳昱澐 金陵女中（國中） 感動類優選 

蘇玟心 金陵女中（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旻諭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崔芯慈 復旦高中附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黃舒敏 平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蔡依珊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感動類優選 

鄭伊婷 東南國中 感動類優選 

游惠甯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邱子恬 中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黃煒璇 中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奕儒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謝宇翔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創意類優選 

胡芸慈 曉明女中 創意類優選 

方寧 弘明實驗高中 創意類優選 

洪睿翎 明義國中 創意類優選 

呂侑潔 瑞祥國中 創意類優選 

林冠慧 羅東國中 說服類優選 

葉亭誼 市立中正國中 說服類優選 

歐妍希 市立石牌國中 說服類優選 

莊博元 市立敦化國中 說服類優選 

唐若珊 國風國中 說服類優選 

蔡聿喬 錦和高中 說服類優選 

陳怡妏 裕德高中（國中） 說服類優選 

葉宣麟 中壢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聖鈞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說服類優選 

廖芷儀 東南國中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九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張淯婕 居仁國中 首獎 

陳語希 嘉義國中 兩岸評審獎、感動類優選 

林芷筠 順安國中 感動類優選 

胡庭慈 東光國中 感動類優選 

簡郁叡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呂岱耘 新竹市曙光女中 感動類優選 

廖儀安 大墩國中 感動類優選 

郭宸妤 衛道高中 感動類優選 

顏子育 嘉義國中 感動類優選 

鄭畹千 宏仁女中 感動類優選 

江穠安 德光中學 感動類優選 

陳歆閔 沙鹿國中 創意類優選 

黃宥茹 斗六國中 創意類優選 

廖靚惠 崇德國中 創意類優選 

杜柔嫻 明仁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怡安 北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邱郁琁 玉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魏黛甄 嘉義國中 創意類優選 

林沛穎 燕巢國中 創意類優選 

邱甯 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賴薏云 土城國中 創意類優選 

周靖原 羅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郭璟敏 市立忠孝國中 說服類優選 

朱家昕 私立衛理女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林聿宸 私立康乃薾中小學 說服類優選 

鄭庭妤 正心中學 說服類優選 

黃書涵 普台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侯俞綺 德光高中 說服類優選 

林佳頤 中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蔡育勳 金城國中 說服類優選 

鄭又綺 金城國中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公告後一週內寄發至初賽報名的地址， 

  頒獎典禮 2021 / 2 / 7(日)於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 

  (下午 13:30 開始報到，預計 14:00 典禮開始) 

第 14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全國總決賽得獎名單 

高中職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余依宸 臺中女中 首獎 

孫文禮 新竹市新竹女中 兩岸評審獎、說服類優選 

莊亮瑜 羅東高中 創意類優選 

王藝芯 私立復興高中 創意類優選 

林知柔 私立薇閣中學 創意類優選 

陳抒妤 恆毅高中 創意類優選 

陳芷嫻 私立復旦中學 創意類優選 

侯竣詠 新竹市新竹高中 創意類優選 

許馨之 新竹市曙光女中 創意類優選 

郭祐君 大甲高中 創意類優選 

郭乃箖 彰化高中 創意類優選 

楊心愉 港明高中 創意類優選 

童筠雅 市立北一女中 感動類優選 

莊心妤 南山中學 感動類優選 

曾詩容 北大高中 感動類優選 

張瑄安 新竹市新竹女中 感動類優選 

林玳君 臺中女中 感動類優選 

楊宇蓉 臺中女中 感動類優選 

許志豪 衛道高中 感動類優選 

黃喬柔 新竹女中 感動類優選 

謝欣妤 家齊高中 感動類優選 

郭子瑩 台南二中 感動類優選 

林書妤 蘭陽女中 說服類優選 

陳毅彰 宜蘭高中 說服類優選 

陳宣睿 私立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杜昀 私立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陳芃諭 私立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游采涵 板橋高中 說服類優選 

鍾芸紡 虎尾高中 說服類優選 

丁筠甄 慈濟高中 說服類優選 

林妤柔 慈濟中學 說服類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