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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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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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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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羽 台北 東門國小 首獎 

黃昱晨 金門 開瑄國小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何適安 台北 再興小學 感動類優選 

施淮媗 台北 新民小學 感動類優選 

莫永妍 新北 大豐國小 感動類優選 

張姿婷 雲林 立仁國小 感動類優選 

張家睿 雲林 維多利亞小學 感動類優選 

李青蓉 南投 炎峰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玥竹 台南 新化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宣儒 台南 大光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璿媞 高雄 大榮國小 感動類優選 

王語棠 高雄 獅湖國小 感動類優選 

鄒沂霏 新北 莒光國小 創意類優選 

楊絜媃 新北 三多國小 創意類優選 

林辰羲 新北 中信國小 創意類優選 

方憶瑈 新北 裕德高中小學部 創意類優選 

鄭尹茜 台中 東大附小 創意類優選 

吳采恩 雲林 維多利亞小學 創意類優選 

黃品筑 台南 崑山國小 創意類優選 

鄭安 台南 新化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紹睿 金門 金鼎國小 創意類優選 

鐘奕傑 花蓮 明義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羽緁 新北 中信國小 說服類優選 

柯怡晴 台中 東大附小 說服類優選 

吳宛軒 南投 埔里國小 說服類優選 

廖藝涵 台中 臺中國小 說服類優選 

謝子晴 南投 弘明高中 說服類優選 

陳濬騰 台南 新營國小 說服類優選 

徐苡真 台南 大橋國小 說服類優選 

楊承祐 金門 金鼎國小 說服類優選 

莊碩齊 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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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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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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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芮萱 台中 南陽國小 首獎 

林志堅 台南 歸仁國小 兩岸評審獎 

吳姵潔 台北 再興小學 感動類優選 

謝艾琳 花蓮 北昌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千尋 新北 昌平國小 感動類優選 

王瑜馨 桃園 林森國小 感動類優選 

劉馥嫚 雲林 立仁國小 感動類優選 

王楷甯 南投 埔里國小 感動類優選 

覺苡瑄 嘉義 大同國小 感動類優選 

黃苡晴 嘉義 港坪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品岑 台南 崑山國小 感動類優選 

蔡蓉暄 高雄 勝利國小 感動類優選 

林禹昕 桃園 中原國小 創意類優選 

伍苡嘉 南投 集集國小 創意類優選 

蔡茵漩 南投 光華國小 創意類優選 

張司函 嘉義 崇文國小 創意類優選 

許晁榕 嘉義 世賢國小 創意類優選 

李秉軒 高雄 瑞豐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宣穎 台南 大光國小 創意類優選 

羅心孺 台南 大橋國小 創意類優選 

葉芷瑜 屏東 公館國小 創意類優選 

莊語軒 金門 古寧國小 創意類優選 

胡芸芃 台北 民生國小 說服類優選 

謝旻岳 桃園 同德國小 說服類優選 

翁宛蓉 桃園 會稽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禹彤 台中 九德國小 說服類優選 

陳書民 台中 竹林國小 說服類優選 

呂翊慈 台中 南陽國小 說服類優選 

蘇子俞 雲林 北辰國小 說服類優選 

吳宛宸 南投 埔里國小 說服類優選 

張晏綾 嘉義 嘉義大學附小 說服類優選 

張芳瑜 台南 崇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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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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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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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善穎 台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首獎 

陳芊頤 新北 北大高中國中部 兩岸評審獎、說服類優選 

劉子睿 台北 東山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張又尹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紫芩 新北 海山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施宇玹 新北 新莊國中 感動類優選 

戴苡蕎 新竹 曙光女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林恩德 新竹 曙光女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盧芊聿 嘉義 協同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吳沛柔 台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謝芷涵 高雄 立志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子茉 金門 金湖國中 感動類優選 

郭詠淇 宜蘭 國華國中 創意類優選 

范清越 台北 靜心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溫晴安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彭采唯 苗栗 明仁國中 創意類優選 

詹家芸 彰化 北斗國中 創意類優選 

羅羽涵 台中 曉明女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蔡念庭 嘉義 協同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童蓓葳 台南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周忠昕 台南 後甲國中 創意類優選 

許珈語 屏東 明正國中 創意類優選 

李聿倫 宜蘭 中道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吳悠帆 新北 福和國中 說服類優選 

賴宥蓁 新北 中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高睿妤 新北 永和國中 說服類優選 

魏毓宸 嘉義 協同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蘇品甄 嘉義 民生國中 說服類優選 

曾宥蓁 高雄 明華國中 說服類優選 

姜玟君 高雄 鳳翔國中 說服類優選 

簡定淵 高雄 五福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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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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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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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宥瑋 新北 土城國中 首獎 

陳啟瀚 台北 再興中學國中部 兩岸評審獎、感動類優選 

劉杰宓 台北 再興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蔡庭淮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李永欣 新北 崇光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邱冠綺 桃園 振聲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詹丞勛 彰化 北斗國中 感動類優選 

曾尹恩 台中 居仁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筠融 嘉義 北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方偉澤 台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李蓁蓁 金門 金寧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容玉 宜蘭 羅東國中 創意類優選 

吳奐鋆 台北 東山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蔡聿兒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王安庭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童辰琳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蕭茵之 桃園 大有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力云 桃園 平鎮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媛婷 台中 至善國中 創意類優選 

王姿涵 台中 明道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李亞孺 雲林 斗六國中 創意類優選 

葉芠妏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游舒伃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袁慧娟 花蓮 花崗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禹心 新北 蘆洲國中 說服類優選 

吳苡熏 新北 忠孝國中 說服類優選 

林品妤 新北 金陵女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黃湘鈞 新北 南山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吳品妮 新北 新莊國中 說服類優選 

吳俞蓁 台中 明道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林菡嫆 桃園 復旦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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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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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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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齊 台北 景文高中國中部 首獎 

吳丞妤 新北 聖心女中國中部 兩岸評審獎、感動類優選 

黃煒璇 新北 中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詹予彤 新北 新莊國中 感動類優選 

黃舒敏 桃園 平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林旻諭 桃園 新興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莊茹淇 台南 興國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趙子婷 嘉義 玉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李明心 嘉義 玉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王若宣 台南 中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黃翊涵 台南 佳里國中 感動類優選 

游惠甯 宜蘭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朱子希 宜蘭 凱旋國中 創意類優選 

施韋岑 台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吳昱澐 新北 金陵女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胡瑄容 新北 三峽國中 創意類優選 

黃琦恩 新北 中平國中 創意類優選 

蕭千毓 嘉義 玉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儀瑄 嘉義 北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洪巧恩 台南 建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林佾萱 台南 後甲國中 創意類優選 

楊于昕 宜蘭 羅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黃聿軒 新北 崇光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劉思言 新北 土城國中 說服類優選 

曾宥寧 新北 中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吳亞芸 台中 光明國中 說服類優選 

許宜靜 南投 竹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薏云 南投 草屯國中 說服類優選 

林宜君 嘉義 竹崎高中 說服類優選 

劉康怡 台南 復興國中 說服類優選 

呂翊岑 高雄 鳳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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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3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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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典禮開始)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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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暐庭 台中 明道中學 首獎 

王藝芯 台北 復興中學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徐巧穎 台北 再興中學 感動類優選 

陳奕安 桃園 新興高中 感動類優選 

湯少瑄 桃園 振聲高中 感動類優選 

張欣瑜 台中 台中女中 感動類優選 

余依宸 台中 台中女中 感動類優選 

張瀞云 台中 華盛頓中學 感動類優選 

黃芳驊 嘉義 新港藝術高中 感動類優選 

李承檍 台南 台南女中 感動類優選 

黃翊甄 台南 長榮中學 感動類優選 

邊任祥 台南 台南一中 感動類優選 

邱甯 台北 薇閣中學 創意類優選 

楊於道 花蓮 海星高中 創意類優選 

王蕎維 桃園 復旦高中 創意類優選 

黃柏諭 嘉義 嘉義高中 創意類優選 

葉芷穎 台南 台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黃昱熒 台南 長榮中學 創意類優選 

馮子瀚 台南 台南一中 創意類優選 

黃奕瑄 台南 台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曾柏瑋 高雄 道明中學 創意類優選 

李子筠 宜蘭 蘭陽女中 說服類優選 

鄭奕宏 台北 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林聖哲 台北 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陳冠維 台北 薇閣中學 說服類優選 

黃詠笙 桃園 武陵高中 說服類優選 

顏苡安 新竹 新竹女中 說服類優選 

林姿伶 南投 南投高中 說服類優選 

黃于瑄 嘉義 輔仁中學 說服類優選 

盧德蓁 台南 台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林佳誼 台南 台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