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小中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郭乃嘉 雲林 安慶國小 首獎、兩岸評審獎 

陳映潔 臺北 靜心小學 感動類優選 

梁恩婕 臺北 新民小學 感動類優選 

林子晴 桃園 信義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妍安 桃園 同德國小 感動類優選 

蔡昀庭 臺中 臺中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宥臻 臺中 重慶國小 感動類優選 

沈奕青 雲林 東勢國小 感動類優選 

盧宥銓 嘉義 嘉大附小 感動類優選 

許瑀芯 高雄 中華藝校附小 感動類優選 

翁瑋辰 金門 金湖國小 感動類優選 

朱可謙 新北 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 創意類優選 

黃芸恩 新北 文聖國小 創意類優選 

江亭樂 新北 康橋國際學校-青山校區 創意類優選 

施筱晴 桃園 楓樹國小 創意類優選 

洪子鈞 臺中 忠孝國小 創意類優選 

陳育勛 雲林 鎮西國小 創意類優選 

方辰心 雲林 鎮西國小 創意類優選 

甘倢伃 高雄 鎮昌國小 創意類優選 

張采婕 臺南 善化國小 創意類優選 

林詩唯 金門 安瀾國小 創意類優選 

洪晨瑄 新竹 東門國小 說服類優選 

高唯甄 新北 秀峰國小 說服類優選 

童彥晴 新北 竹林國小 說服類優選 

蔡沛璇 桃園 信義國小 說服類優選 

柯瑀芮 桃園 中原國小 說服類優選 

羅義樂 桃園 新街國小 說服類優選 

黃品橙 南投 永昌國小 說服類優選 

王健宇 高雄 十全國小 說服類優選 

莊晴瑄 臺南 新南國小 說服類優選 

馮翊晴 臺南 大橋國小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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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小高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陳楷馨 宜蘭 宜蘭國小 首獎 

吳宛軒 南投 埔里國小 兩岸評審獎、說服類優選 

黃丞瑋 宜蘭 光復國小 感動類優選 

吳姵潔 臺北 再興小學 感動類優選 

張妤瑄 新竹 龍山國小 感動類優選 

呂玥彤 新北 康橋國際學校-青山校區 感動類優選 

呂勁廷 新竹 康橋國際學校 感動類優選 

林子芮 苗栗 文華國小 感動類優選 

黃歆媛 雲林 土庫國小 感動類優選 

吳孟樵 高雄 五權國小 感動類優選 

方鈞正 臺南 山上國小 感動類優選 

陳毓欣 金門 金湖國小 感動類優選 

葉甯瑄 宜蘭 光復國小 創意類優選 

金汎鎂 臺北 再興小學 創意類優選 

唐浚菲 臺北 再興小學 創意類優選 

林宥彤 新竹 興隆國小 創意類優選 

趙伯元 桃園 錦興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奕涵 桃園 新明國小 創意類優選 

何宥萱 臺中 樹義國小 創意類優選 

戴琳恩 臺中 忠孝國小 創意類優選 

王俞皓 雲林 維多利亞小學 創意類優選 

何宥曦 雲林 維多利亞小學 創意類優選 

林家羽 宜蘭 成功國小 說服類優選 

藍天悦 新竹 康乃薾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說服類優選 

劉品劭 花蓮 明義國小 說服類優選 

廖天儀 新北 昌平國小 說服類優選 

駱宣名 新北 頂埔國小 說服類優選 

王嘉忻 新北 鶯歌國小 說服類優選 

謝丹夏 臺中 竹林國小 說服類優選 

李珩語 臺中 南陽國小 說服類優選 

章慈恩 雲林 維多利亞小學 說服類優選 

洪偉豪 金門 古城國小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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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七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張宥勤 新北 中山國中 首獎 

黃思穎 金門 金城國中 兩岸評審獎、感動類優選 

林柏宇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王騰君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呂宛樺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芊榕 新竹 康乃薾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謝艾琳 花蓮 國風國中 感動類優選 

胡丞媛 新北 崇林國中 感動類優選 

王宣詠 新北 竹林高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王元宗 高雄 道明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王湘蘋 金門 金湖國中 感動類優選 

劉千瑜 宜蘭 羅東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安庭 新竹 東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王齊辰 新竹 曙光女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李  力 桃園 復旦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賴韋如 桃園 大成國中 創意類優選 

林芮萱 臺中 豐東國中 創意類優選 

蔡茵漩 南投 中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宜岑 南投 中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蔡芝亦 高雄 道明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周綵緹 臺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李柏勳 宜蘭 國華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顗安 臺北 靜心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戴唯甯 新竹 光武國中 說服類優選 

林子平 花蓮 慈大附中 說服類優選 

林芷筠 新北 格致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莊庭碩 新北 中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洪采姸 臺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吳宛宸 南投 普台國中 說服類優選 

葉芷瑜 高雄 五福國中 說服類優選 

張洛綾 臺南 港明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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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八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李凱琳 新北 金陵女中國中部 首獎 

郭宸妤 高雄 左營國中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陳品妤 新北 明志國中 感動類優選 

劉明澐 臺北 靜心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陳子晴 臺北 靜心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王湘妮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黃婕綺 新北 金陵女中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嵇宥程 新北 土城國中 感動類優選 

鄧丞妤 桃園 光明國中 感動類優選 

邱君凝 臺中 居仁國中 感動類優選 

曾宥瑄 嘉義 嘉義國中 感動類優選 

鄭雅容 臺南 復興國中 感動類優選 

康沛珺 宜蘭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方之穎 宜蘭 羅東國中 創意類優選 

武煒皓 新竹 成功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玟妤 新北 安溪國中 創意類優選 

楊若晨 桃園 新興國際中小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黃宣晴 桃園 復旦高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傅紫綺 臺中 清水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蕙萱 雲林 東仁國中 創意類優選 

王槿薇 臺南 山上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昕湉 宜蘭 中華國中 說服類優選 

吳竺穎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陳以珊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袁若晴 花蓮 慈大附中 說服類優選 

陳禹妡 新北 土城國中 說服類優選 

陳允璞 新北 育林國中 說服類優選 

賴潔凌 臺中 居仁國中 說服類優選 

田書帆 臺中 大雅國中 說服類優選 

邱翊慈 南投 南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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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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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國中九年級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施淳彧 新竹 培英國中 首獎 

楊寓閑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兩岸評審獎、感動類優選 

陳啟瀚 臺北 再興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蔡庭淮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邱敏瑄 新北 中山國中 感動類優選 

童筠琦 新北 溪崑國中 感動類優選 

謝於樵 臺中 居仁國中 感動類優選 

王卲祺 南投 營北國中 感動類優選 

葉秋汝 南投 均頭國中 感動類優選 

陳沛溱 臺南 後甲國中 感動類優選 

方偉澤 臺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感動類優選 

葉彥妤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陳嬿方 臺中 沙鹿國中 創意類優選 

張安茜 臺中 光榮國中 創意類優選 

蔡芷晴 臺中 曉明女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黃郁晴 嘉義 嘉華中學 創意類優選 

何采璇 嘉義 嘉義國中 創意類優選 

陳品頤 南投 草屯國中 創意類優選 

余如韻 臺南 復興國中 創意類優選 

楊子嫻 臺南 南科實中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戴貝臻 臺南 黎明中學國中部 創意類優選 

劉杰宓 臺北 再興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蔡青霏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李侑恮 臺北 薇閣中學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吳品妮 新北 新莊國中 說服類優選 

楊紫溶 新北 淡江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林苡安 桃園 龍潭國中 說服類優選 

謝季耕 桃園 復旦高中國中部 說服類優選 

詹丞勛 彰化 北斗國中 說服類優選 

鄭宇希 嘉義 玉山國中 說服類優選 

葉宸妡 嘉義 民生國中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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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總決賽得獎名單 

高中職組 

姓名 學校 獎項 

江奕萱 臺中 臺中女中 首獎 

林于芩 臺中 文華高中 兩岸評審獎、創意類優選 

繆  虹 臺北 衛理女中 感動類優選 

廖宥婷 臺北 薇閣中學 感動類優選 

鄧珉鈺 新竹 曙光女中 感動類優選 

陳書禾 臺中 興大附中 感動類優選 

王品盺 臺中 曉明女中 感動類優選 

許家菱 臺中 興大附中 感動類優選 

廖儀安 臺中 興大附中 感動類優選 

吳姍珊 臺南 新營高中 感動類優選 

劉康怡 臺南 臺南女中 感動類優選 

王呈俞 臺南 南光中學 感動類優選 

劉睿皓 臺北 復興實中 創意類優選 

曾  昕 臺南 臺南一中 創意類優選 

徐雯鈺 臺南 家齊高中 創意類優選 

周致妤 臺南 臺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張庭瑋 臺南 臺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邱姿綺 臺南 臺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黃渝庭 臺南 臺南女中 創意類優選 

陳瑩真 臺南 德光中學 創意類優選 

姜柏均 臺南 興國高中 創意類優選 

余  婕 宜蘭 蘭陽女中 說服類優選 

許長馨 臺北 靜心中學 說服類優選 

顏瑪函 新竹 曙光女中 說服類優選 

莊晨植 臺中 東山高中 說服類優選 

孫宇新 嘉義 嘉義高中 說服類優選 

葉紹廷 嘉義 嘉華中學 說服類優選 

沈芳安 彰化 精誠高中 說服類優選 

王若安 臺南 臺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薛昀真 臺南 臺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高右宸 臺南 臺南女中 說服類優選 

 

※總決賽成績單及頒獎典禮邀請函將於 1 / 11 前寄出。 

  頒獎典禮 2023 / 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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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