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大城小愛心感動友善校園徵稿比賽得獎名單 

新詩創意比賽 

組別 姓名 學校 名次 指導老師 

國民小學組 

(低年組) 

李○甫 東信國小 1 李○娥 

余○恩 東信國小 2 陳○玲 

楊○琳 東信國小 3 鄭○儀 

李○婕 東信國小 佳作 王○娟 

顏○晴 東信國小 佳作 陳○玲 

陳○喬 東信國小 佳作 李○娥 

周○茜 東光國小 佳作 洪○萍 

林○鈺 東光國小 佳作 趙○娣 

方○均 東信國小 佳作 李○娥 

巫○祐 東光國小 佳作 洪○萍 

杜○妍 仁愛國小 佳作 黃○琪 

陳○臻 東光國小 佳作 趙○娣 

張○宙 東信國小 佳作 李○娥 

備註：參賽作品 112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10名佳作)   

國民小學組 

(中年組) 

陳○誼 信義國小 1 傅○玲 

陳○禎 華興國小 2 陳○芳 

鐘○徽 信義國小 3 廖○娟 

宋○萱 信義國小 佳作 林○蘋 

范○愷 華興國小 佳作 羅○倫 

簡○恩 華興國小 佳作 羅○倫 

陳○齊 華興國小 佳作 羅○倫 

王○農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萱 

范○儀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萱 

柯○寬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萱 

備註：參賽作品 14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7名佳作)   

國民小學組 

(高年組) 

詹○靜 華興國小 1 陳○芳 

李○紜 德和國小 2 江○瑜 

張○晴 華興國小 3 陳○芳 

王○㚥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芳 

郭○彤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芳 

邱○穎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芳 

李○嘉 華興國小 佳作 陳○芳 

備註：參賽作品 17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4名佳作)   

國民中學組 

謝○沁 百福國中 1 陳○寶 

余○馨 二信中學 2 曾○萱 

劉○呈 百福國中 3 曾○萱 



朱○廷 百福國中 佳作 陳○寶 

邱○媗 中山國中 佳作 張○維 

游○瀚 建德國中 佳作 葉○伶 

李○朋 百福國中 佳作 陳○寶 

賴○孜 成功國中 佳作 詹○晴 

董○愷 成功國中 佳作 詹○晴 

備註：參賽作品 41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6名佳作)   

高中職校組 

石○茜 中山高中 1 楊○郁 

黃○萱 中山高中 2 林○真 

賴○臻 基隆海事 3 無填寫 

陳○琨 中山高中 佳作 李○ 

林○妤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童○嘉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葉○琳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江○勝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劉○賢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黃○瑄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鍾○沛 中山高中 佳作 楊○郁 

王○倫 中山高中 佳作 黃○婷 

蘇○恩 中山高中 佳作 林○真 

備註：參賽作品 19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10名佳作)   

友善校園攝影比賽 

組別 姓名 學校 名次 指導老師 

大專校院組 

從缺   1   

從缺   2   

從缺   3   

從缺   佳作   

備註：參賽作品 1件。(無得獎作品)   

品德標語著色比賽 

組別 姓名 學校 名次 指導老師 

特殊教育組 

羅○之 長樂國小 1 鍾○信 

游○恩 華興國小 2 吳○帆 

謝○蓁 建德國中 3 葉○伶 

簡○奾 七堵國小 佳作 林○君 

葉○棠 深美國小 佳作 吳○馨 

林○庭 七堵國小 佳作 吳○媛、林○鳳 

關○元 建德國中 佳作 李○萱 



王○涵 建德國中 佳作 黃○嵐 

吳○娟 建德國中 佳作 黃○嵐 

李○叡 七堵國小 佳作 陳○慧、楊○瑩 

余○昌 七堵國小 佳作 陳○慧、楊○瑩 

蔡○佐 深美國小 佳作 吳○馨 

林○凱 七堵國小 佳作 吳○媛、林○鳳 

備註：參賽作品 51件。(得獎作品 1至 3名及 10名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