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分區 校名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評審結果

A-7-039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My favorite king 崔書銜 特優

A-5-006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板橋國小 Unity is strength 顧祐瑄 特優

A-5-038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莒光國小 Where is our 張庭瑄 辛宥菲 特優

A-5-039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莒光國小 Don’t be a copycat! 楊謹瑜 商妤欣 特優

A-7-038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You reap what you sow 張芯瑜 特優

A-7-041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Unity is strength 陳怡茹 優等

A-9-006 中年級組 雙和分區 竹林國小 外星人 謝東霖 優等

A-7-006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光華國小 My Grandma 鄭歆俞 優等

A-5-009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Doll or Door 方心妤 黃品涵 優等

A-5-010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Reading books is 王仲丞 優等

A-2-001 中年級組 三重分區 仁愛國小 Are you my mom? 郭采珈 優等

A-7-032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民安國小 Real Home 謝詠帆 優等

A-7-038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昌平國小 A Piece of Cake 王衣綸 優等

A-2-003 中年級組 三重分區 鷺江國小 Doctor Wakywack 李瑞恩 優等

A-9-028 中年級組 雙和分區 中和國小 鬼門開 林湘芸  優等

A-3-004 中年級組 三鶯分區 有木國小
The Story of drinking

Water
張伊晴 佳作

A-5-001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土城國小 I need a REAL home! 田錦豪  佳作

A-5-003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板橋國小
After You Eat Food，You

Have To Brush Your
陳宥宏 佳作

A-5-011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為什麼爸爸頭髮比較少 王姿雅 佳作

A-5-012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新仙杜瑞拉 吳奕臻 佳作

A-5-013 中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Just A Little 洪嘉謙 楊予瑄 佳作

A-7-020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五股國小
Where Are Astronauts

Going?
江習安 佳作

A-7-021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五股國小 I Love You! 張智宇  佳作

A-7-022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五股國小 A Rainy Day 林郁晨 佳作

A-7-023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五股國小 A Magic Eraser 許庭潔 佳作

A-9-024 中年級組 雙和分區 及人國小
A Caterpillar Becomes A

Butterfly
黃芮綾 佳作

A-7-030 中年級組 新莊分區 民安國小 Who did it? 柯宇泓 佳作

A-4-001 中年級組 文山分區 新店國小 環保愛地球 陳思嫙 鄭加榆 佳作

A-2-002 中年級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A Joke on Moon Festival 蔡乘朔 佳作

A-2-006 中年級組 三重分區 興穀國小 戰鬥 盧威廷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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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040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ZERO 張芯慈 特優

B-9-069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竹林國小 拼字 郭羽 特優

B-9-011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新埔國小 Union is power. 李彥熙 特優

B-5-026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民安國小 A Second Language 陳霈珺 特優

B-7-042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中和國小
  A 〝Pokemon Go〞 a

day， Keeps the ghost
洪楷崴 特優

B-9-037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Bears 陳冠霓 優等

B-3-001 高年級組 三鶯分區 柑園國小
It’s Never Too Late to

Save the Penguins
張庭瑄 優等

B-9-006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竹林國小 Whatever you want 黃羽歆 優等

B-5-009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板橋國小 領養代替購買 李柏承 優等

B-5-010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板橋國小 期望 林育暐 優等

B-7-040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思賢國小 異國美食大比拚 周奕 優等

B-1-007 高年級組 七星分區 大鵬國小 火災發生時 楊東儕 優等

B-9-019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及人國小
Fate  of  food（食物的

命運）
董晟崴 優等

B-8-007 高年級組 瑞芳分區 瑞亭國小 好運頭 施肇豐 優等

B-5-069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埔墘國小 Treasure Hunt 周沁亞 優等

B-7-026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新莊國小 A piece of cake 蕭珮紓 佳作

B-7-057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海山國小 臺灣小吃 諶子鑫 佳作

B-7-058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板橋國小 喝醉酒不開車 洪于婷 佳作

B-5-001 高年級組 淡水分區 文化國小 樹哪去了? 王維婕 佳作

B-5-006 高年級組 淡水分區 文化國小 人類的貪婪 廖護穎 佳作

B-6-002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Go Dutch. 陳宣妤 佳作

B-6-003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Donation 羅鳳妤 黃冠婷 佳作

B-5-020 高年級組 七星分區 大鵬國小 野柳女王 李亞璇 蔡育弘 佳作

B-5-021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中山國小
The Humorous Way To

Hold the Marital
葉孟倢 魏疏羽 佳作

B-1-004 高年級組 新莊分區 昌平國小 Global Warming 王立騰 佳作

B-5-052 高年級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A Homeless Hermit Crab 徐苡茜 佳作

B-7-050 高年級組 三重分區 鷺江國小 Home Run Race 林緁昀 佳作

B-2-009 高年級組 板橋分區 埔墘國小 Keys to Success 林律安 佳作

B-2-012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永和國小 Save Our Seas 黃睿昱 佳作

B-5-059 高年級組 雙和分區 永和國小 The Festivals Of Taiwan 游心瑜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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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01 教師組 板橋分區 土城國小 My students！! 蔡豐祈 王郁青 特優

C-6-001 教師組 淡水分區 乾華國小
Making  Friends

Everywhere !
宋穎潔 王淑玲 特優

C-7-001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港國小
TNR stray animal, save

their lives
黃巧鳴 李宛亭 特優

C-5-005 教師組 板橋分區 莒光國小
Where have spring and

fall gone?
陳曉峰 張安瑜 特優

C-7-007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Funny number 曾軒歧 黃令昀 特優

C-2-007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鷺江國小
Murphy’s Law (莫非定

律)
黃默芬 江美惠 優等

C-5-002 教師組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Ｈave bigger fish to fry 馮美華 張智惠 優等

C-2-002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操之過急 Haste will

lead to failure
賴湘庭 梁玉菁 優等

C-2-006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The Stranger and Red

Riding Hood
陳德 杜政憲 優等

C-2-008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鷺江國小 Homesick 陳怡君 陳明芳 優等

C-2-009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鷺江國小 Passing gas 陳怡君 曾琬祺 優等

C-5-006 教師組 板橋分區 海山國小
A Happy Trip to the

Amusement Park
陳碧玉 優等

C-7-003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What's the past tense of

''think?''
呂佩蓉 優等

C-7-004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My baby brother 王婕嫣 優等

C-7-005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Is ink so expensive? 黃雲珊 石宇衡 優等

C-2-004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The More The Better 黃倩之 石靜薇 佳作

C-2-005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The Less The Better 陳榮輝 石靜薇 佳作

C-5-003 教師組 板橋分區 埔墘國小 Fantastic 鄭玉春 蔡佳秀 佳作

C-1-001 教師組 七星分區 大鵬國小 PE Class 陳慧宇 簡妙璇 佳作

C-4-001 教師組 文山分區 深坑國小 It's hot 陳牧仁 陳雪嬌 佳作

C-4-002 教師組 文山分區 深坑國小 Real friend 陳雪嬌 陳淑怡 佳作

C-5-004 教師組 板橋分區 中山國小 Poke Monday 黃珮緹 佳作

C-2-001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安分守己 Always stay in

your own place
賴湘庭 葉純月 佳作

C-2-003 教師組 三重分區 集美國小 Play Safely 張詩庭 佳作

C-5-007 教師組 板橋分區 埔墘國小 PM2.5 Around the World 蔡佳秀 佳作

C-7-002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What's your name? 呂佩蓉 佳作

C-7-006 教師組 新莊分區 中信國小 Whatever 石宇衡 黃雲珊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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