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姓名

第一名 楊宇蓉

第四名 李定紘

第五名 王珮淳

第五名 吳梓安

編號 姓名

1 蕭苪昀

2 歐彥均

3 王之彥

4 簡子寧

5 廖英綺

6 張羽喬

7 劉彥呈

編號 姓名

1 胡貽然

2 陳思翰

3 林涵宇

4 王婷萱

5 涂千容

6 張博修

7 劉雨念

8 吳怡萱

9 詹佳欣

10 周恩樂

11 楊玞瑩

12 陳頌雅

13 王亭儒

14 劉冠麟

15 余雯妮

16 洪芃芸

17 吳芹榛

18 賴盈穎

19 王筠昕

20 涂呈維

21 傅琪惟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21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優選7名

學校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青少年萬金家書」徵文比賽

高中職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得獎名單之權利。又活動本無低年級比賽項目

，故低年級投稿者不列入評比，惟為嘉獎家書精神，將另作鼓勵。

學校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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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第二名 黃羽岑 臺中市 立人國中

第三名 曾馨慧 臺中市 居仁國中

第三名 張亦和 臺中市 僑泰中學國中部

第四名 陳怡儒 臺中市 沙鹿國中

第五名 王亮希 臺中市 光明國中

編號 姓名

1 余琬琳 臺中市 大墩國中

2 吳俋萱 臺中市 大華國中

3 楊子誼 臺中市 豐東國中

4 廖敏秀 臺中市 安和國中

5 余芝晴 臺中市 光榮國中

6 沈炳鴻 臺中市 光明國中

7 黃正暘 臺中市 常春藤高中國中部

8 蔡欣恬 臺中市 公明國中

9 許芸婕 臺中市 光明國中

10 陳莉蓉 臺中市 大華國中

11 鐘沛玉 臺中市 光正國中

12 黃筱筑 臺中市 居仁國中

13 鐘慧倢 臺中市 光正國中

14 張巧渝 臺中市 光榮國中

15 吳曜均 臺中市 光榮國中

編號 姓名

1 陳莉甄 臺中市 公明國中

2 邱子旂 臺中市 豐東國中

3 黃稘恩 臺中市 光正國中

4 陳奕廷 臺中市 居仁國中

5 顧  昀 臺中市 大華國中

6 楊禎苙 臺中市 居仁國中

7 鄭儒鈺 臺中市 大華國中

8 李甜心 臺中市 大德國中

9 游善媗 臺中市 豐東國中

10 王品淵 臺中市 四育國中

11 廖苡竹 臺中市 光榮國中

12 黃婞芳 臺中市 光榮國中

13 吳侑螢 臺中市 四箴國中

14 王詩旂 臺中市 崇德國中

15 陳柔諼 臺中市 公明國中

16 楊祐綾 臺中市 光正國中

17 施亞妍 臺中市 崇德國中

佳作61名

學校

學校

學校

優選15名

國中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得獎名單之權利。又活動本無低年級比賽項目

，故低年級投稿者不列入評比，惟為嘉獎家書精神，將另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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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慧雯 臺中市 四育國中

19 張元鴻 臺中市 光正國中

20 郭冠陞 臺中市 光明國中

21 張珮芸 臺中市 常春藤高中國中部

22 陳湘璇 臺中市 光正國中

23 蔡貽涵 臺中市 公明國中

24 楊庭瑀 臺中市 大華國中

25 郭詠晴 臺中市 立人國中

26 張筱姍 臺中市 中平國中

27 吳書葶 臺中市 崇德國中

28 張瑞昕 臺中市 大華國中

29 林品妤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0 林欣澧 臺中市 大華國中

31 賴毓辰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2 余蕙娟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3 朱庭葦 臺中市 光明國中

34 黃歆錞 臺中市 四育國中

35 賴明芯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6 許如芸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7 賴孟鈺 臺中市 光正國中

38 黃宥傑 臺中市 四育國中

39 蔡諭萱 臺中市 公明國中

40 陳世全 臺中市 四育國中

41 柳以萱 臺中市 光榮國中

42 陳怡如 臺中市 光明國中

43 李昆祐 臺中市 光明國中

44 林冠澄 臺中市 光明國中

45 楊喬安 臺中市 大華國中

46 蔡昀蓁 臺中市 大華國中

47 施加恩 臺中市 僑泰中學國中部

48 楊文慧 臺中市 大華國中

49 張晨柏 臺中市 大華國中

50 吳侑蓁 臺中市 四箴國中

51 陳基財 臺中市 四箴國中

52 陳依筠 臺中市 大華國中

53 陳珏寧 臺中市 居仁國中

54 陳佳瑄 臺中市 居仁國中

55 吳恩鎧 臺中市 崇德國中

56 陳宥心 臺中市 四箴國中

57 吳宇涵 臺中市 育英國中

58 張旆慈 臺中市 光正國中

59 陳映亘 臺中市 大華國中

60 雷  敏 臺中市 光正國中

61 連君萍 臺中市 光正國中

國中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佳作6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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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第二名 謝欣芮 臺中市 永春國小

第二名 黃宥昕 臺中市 龍泉國小

第五名 游博勝 臺中市 大元國小

第五名 黃昱瑄 臺中市 大墩國小

編號 姓名

1 楊之甫 臺中市 大墩國小

2 王翊名 臺中市 龍泉國小

3 劉芯妤 臺中市 龍泉國小

4 吳禹霏 臺中市 東寶國小

5 施懿恩 臺中市 車籠埔國小

6 陳軒羿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7 方毓禎 臺中市 大雅國小

8 陳錫禹 臺中市 大智國小

9 陳巧凝 臺中市 大墩國小

10 宋沁涵 臺中市 大墩國小

11 郭晉豪 臺中市 竹林國小

12 游沛蓉 臺中市 喀哩國小

13 凃沛岑 臺中市 東寶國小

14 廖翊盛 臺中市 內新國小

15 廖翊丞 臺中市 內新國小

16 鍾定穎 臺中市 車籠埔國小

17 林欣妤 臺中市 東勢區成功國小

18 許容榕 臺中市 北勢國小

19 涂孟倫 臺中市 永春國小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國小「兒童真情家書」徵文比賽

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得獎名單之權利。又活動本無低年級比賽項目

，故低年級投稿者不列入評比，惟為嘉獎家書精神，將另作鼓勵。

學校

優選19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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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1 潘珮榕 臺中市 黎明國小

2 林彥妡 臺中市 吉峰國小

3 陳桂蓮 臺中市 龍峰國小

4 陳彥良 臺中市 竹林國小

5 林宇彤 臺中市 潭陽國小

6 朱俞彤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7 紀予晴 臺中市 月眉國小

8 蔡致寧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9 楊芷涵 臺中市 明道普林斯頓國小

10 李芸真 臺中市 文雅國小

11 張欣潔 臺中市 北勢國小

12 賴柚瑄 臺中市 北勢國小

13 梁博鈞 臺中市 大墩國小

14 盧怡辰 臺中市 霧峰國小

15 吳嘉純 臺中市 塗城國小

16 張俊璋 臺中市 九德國小

17 禹  燕 臺中市 仁愛國小

18 王語婕 臺中市 圳堵國小

19 粟璽恩 臺中市 瑞穗國小

20 王翊恩 臺中市 竹林國小

21 翁毓岑 臺中市 大明國小

22 黃文千 臺中市 新平國小

23 羅芷盈 臺中市 宜欣國小

24 王彥婷 臺中市 北勢國小

25 陳彥禎 臺中市 西寧國小

26 楊昱彤 臺中市 忠明國小

27 王品喬 臺中市 西區中正國小

28 盧品蓁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29 江佳恩 臺中市 黎明國小

30 陳家錞 臺中市 大肚國小

31 林意如 臺中市 大明國小

32 陳泠云 臺中市 龍峰國小

33 林宥熹 臺中市 龍峰國小

34 林可晶 臺中市 龍峰國小

35 蕭晨馨 臺中市 永春國小

佳作65名

學校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國小「兒童真情家書」徵文比賽

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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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郭芝瑜 臺中市 永春國小

37 莊芯瑀 臺中市 龍津國小

38 莊欣琳 臺中市 平等國小

39 楊東昇 臺中市 平等國小

40 何伊欣 臺中市 黎明國小

41 林彥任 臺中市 黎明國小

42 鄭安妤 臺中市 東勢區成功國小

43 劉育瑄 臺中市 東勢區成功國小

44 林妤瑄 臺中市 竹林國小

45 陳書民 臺中市 竹林國小

46 石芳欣 臺中市 龍峰國小

47 鍾翔奕 臺中市 龍峰國小

48 張又睿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49 鄧婉汝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50 林群恩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51 張芸綺 臺中市 龍峰國小

52 張采琳 臺中市 龍峰國小

53 李  柚 臺中市 龍峰國小

54 謝翼安 臺中市 月眉國小

55 阮笠葳 臺中市 永春國小

56 陳怡淨 臺中市 龍津國小

57 林侑靜 臺中市 龍津國小

58 張芸溱 臺中市 太平國小

59 李婉溱 臺中市 外埔國小

60 張人夫 臺中市 月眉國小

61 洪鈺婷 臺中市 塗城國小

62 陳蒔萱 臺中市 北勢國小

63 林映紜 臺中市 九德國小

64 陳睿珩 臺中市 九德國小

65 蔡丞皙 臺中市 明道普林斯頓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佳作65名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國小「兒童真情家書」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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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第三名 蔡杰叡 臺中市 黎明國小

第三名 蘇琮洺 臺中市 大智國小

第四名 林毓捷 臺中市 惠來國小

編號 姓名

1 趙玉禪 臺中市 塗城國小

2 林雅莙 臺中市 潭陽國小

3 張天郡 臺中市 北勢國小

4 謝震廷 臺中市 頭家國小

5 陳奕臻 臺中市 大墩國小

6 詹可歆 臺中市 北勢國小

7 莊詠甯 臺中市 竹林國小

8 林品妍 臺中市 新高國小

編號 姓名

1 宋銘諺 臺中市 益民國小

2 蔡岳妡 臺中市 竹林國小

3 林琮淯 臺中市 北勢國小

4 黃楷淏 臺中市 黎明國小

5 佘明璇 臺中市 新高國小

6 林澐珈 臺中市 華盛頓國小

7 宋奕彣 臺中市 惠來國小

8 黃彤叡 臺中市 永春國小

9 王昱晴 臺中市 龍峰國小

10 王柔諠 臺中市 月眉國小

11 劉芸菲 臺中市 東寶國小

12 李芳庭 臺中市 大安國小

13 廖姵淳 臺中市 新平國小

14 楊清雲 臺中市 新高國小

15 張心甯 臺中市 華盛頓國小

16 呂金樺 臺中市 頭家國小

17 王妍馨 臺中市 龍泉國小

18 林愛恩 臺中市 中華國小

19 張蓉菁 臺中市 北勢國小

20 邱煜程 臺中市 西區中正國小

優選8名

學校

佳作51名

學校

國小中年級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得獎名單之權利。又活動本無低年級比賽項目

，故低年級投稿者不列入評比，惟為嘉獎家書精神，將另作鼓勵。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國小「兒童真情家書」徵文比賽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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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21 紀宇哲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22 王翊丞 臺中市 內新國小

23 張恩玗 臺中市 大明國小

24 陳彤安 臺中市 宜欣國小

25 郭品婕 臺中市 大元國小

26 徐晨瑄 臺中市 新高國小

27 羅弈可 臺中市 大墩國小

28 廖妡語 臺中市 新平國小

29 盧湘淇 臺中市 北勢國小

30 陳泳淇 臺中市 北勢國小

31 盧怡然 臺中市 竹林國小

32 詹妤若 臺中市 大安國小

33 蔡瑋庭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34 王予惠 臺中市 竹林國小

35 蔡弘成 臺中市 益民國小

36 王乙恩 臺中市 黎明國小

37 黃宥豪 臺中市 黎明國小

38 詹前毅 臺中市 黎明國小

39 沈沛欣 臺中市 竹林國小

40 蕭薰淇 臺中市 竹林國小

41 蔡羽菲 臺中市 竹林國小

42 蔡奭奕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43 陳星曄 臺中市 華盛頓國小

44 盧姵綺 臺中市 霧峰國小

45 劉子溦 臺中市 梧棲區中正國小

46 黃奕霈 臺中市 文昌國小

47 陳諭哲 臺中市 北勢國小

48 彭一軒 臺中市 新高國小

49 張珉瑞 臺中市 新高國小

50 林昀潔 臺中市 新高國小

51 陳彤語 臺中市 北勢國小

國小中年級組得獎名單 — 臺中市
佳作51名

第一屆全國公私立國小「兒童真情家書」徵文比賽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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