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一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1A004 自駕巴士 102 吳叡函 桂冠 

1A008 大便記 103 饒照和 優選 

1A010 嘴巴 104 曾琳喬 優選 

1A021 踢足球 108 張哲維 佳作 

1A028 謝謝 111 森田一太 佳作 

1A006 我喜歡過年 102 林立綱 入選 

1A012 我的房間 104 石紘睿 入選 

1A016 汽車 106 黃浩哲 入選 

1A019 天空 107 李明翊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一年級短文創作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1B004 我換牙了！ 102 吳叡涵 桂冠 

1B008 日本之旅 105 溫語宸 優選 

1B015 我的家人 108 胡瑀媗 優選 

1B019 我的第一座百岳 111 李忻恬 優選 

1B001 寒假旅遊 101 蔣昀真 佳作 

1B003 我的甜蜜家庭 102 陳美霏 佳作 

1B016 我的媽媽 109 吳悅嘉 佳作 

1B018 天母國小 111 藍宥昇 佳作 

1B005 過年 102 潘怡蒨 入選 

1B017 我的寒假生活 111 楊晨希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二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2A013 四季 205 張晏瑜 桂冠 

2A015 下雨天 205 蔡詠安 優選 

2A016 我的家是一棵大樹 206 陳品憲 優選 

2A019 小喬逃跑了 207 黃楷甯 優選 

2A004 口罩 202 郭宸妤 佳作 

2A017 我的樂高世界 206 李韋霆 佳作 

2A018 公園真有趣 206 王于嫙 佳作 

2A021 天母古道一日遊 207 張晉城 佳作 

2A022 春天 208 陳紹杰 佳作 

2A023 橡皮筋 208 劉威廷 佳作 

2A003 乒乓球 201 劉栩辰 入選 

2A006 收藏秋天 202 陳亦凡 入選 

2A020 媽媽的心 207 高雋奕 入選 

2A026 過新年 209 賴宣穎 入選 

2A032 長長的動物園 211 湯唯辰 入選 

2A034 寒假初體驗 212 李庭妤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二年級短文創作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2B034 我與一型小怪獸 212 鄭宇晞 桂冠 

2B002 追雪記 201 姚柏亮 優選 

2B006 開心去露營 202 張家瑜 優選 

2B026 排球魔鬼訓練營 209 陳冠廷 優選 

2B004 我的朋友們 202 林雨綺 佳作 

2B009 疫情武漢肺炎 203 周承翰 佳作 

2B012 讀報學習之旅 204 黃郁涵 佳作 

2B015 我的家人 205 張宸瑞 佳作 

2B019 遠哲科學營 207 張育瑀 佳作 

2B021 去臺北市立大學的體育營 207 張洋瑀 佳作 

2B003 除夕夜 201 張瀚允 入選 

2B010 過年 204 張凱恩 入選 

2B013 我家的小霸王 205 劉將將 入選 

2B024 露營趣 208 陳宣慈 入選 

2B027 民宿包棟旅遊趣 209 徐嘉妤 入選 

2B036 太平雲梯 212 許寧庭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三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桂冠從缺 

3A010 新冠病毒 304 歐以晴 優選 

3A014 時間是什麼 305 宋念頤 優選 

3A019 北港小鎮 308 余鎧至 優選 

3A003 我的校園 301 尹家璽 佳作 

3A007 寒假組樂高 303 吳宗祐 佳作 

3A008 汽水 303 林妍希 佳作 

3A009 畫妹妹 303 張詩穎 佳作 

3A015 聽姐姐彈琴 305 鍾貴旭 佳作 

3A001 春夏秋冬 301 陳宥晴 入選 

3A006 四季 302 陳紘畇 入選 

3A016 家人的愛 306 吳禹霈 入選 

3A025 我的校園 310 林昇昊 入選 

3A029 我的爸爸 311 李芳潤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三年級散文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3B010 四季 304 管瑞熙 桂冠 

3B018 家人的愛在哪裡 306 吳禹霈 優選 

3B020 鹿港遊記 308 王允言 優選 

3B021 洗車記 308 王沛昕 優選 

3B004 我心目中的英雄 302 吳品毅 佳作 

3B012 四季 304 施承禎 佳作 

3B014 口技的訣竅 305 江奕辰 佳作 

3B023 音樂夢 309 蕭沁熙 佳作 

3B024 四季 309 方晨亦 佳作 

3B001 足球與我 301 張煜謙 入選 

3B011 過年 304 洪啟翔 入選 

3B022 誠實國歷險記 309 呂秉澄 入選 

3B025 我的校園 310 潘薇真 入選 

3B028 這次我勇敢嘗試了 311 吳承諭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四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桂冠從缺 

4A008 水果彩虹 404 張彤菲 優選 

4A003 四季 401 郭哲寧 佳作 

4A010 美麗世界 404 陳意淇 佳作 

4A014 蔬菜們的慶典 408 許曦 佳作 

4A016 四季 408 楊沂瑞 佳作 

4A018 美麗的花園 409 黃宥潔 佳作 

4A002 老師 401 林郁庭 入選 

4A006 火鍋料們的派對 402 陳品璇 入選 

4A009 誰餓了 404 王楷勛 入選 

4A011 下雨了 407 吳多琍 入選 

4A015 天氣的情緒 408 張凌瑄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四年級散文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桂冠從缺 

4B001 螞蟻看世界 401 傅昌儀 優選 

4B013 沒有國家的奧運隊伍 405 吳松樺 優選 

4B019 四季 407 余明潔 優選 

4B002 和金魚說再見 401 張允彥 佳作 

4B004 啃甘蔗初體驗 402 吳柏叡 佳作 

4B010 便當 404 潘宇瀚 佳作 

4B021 四季 408 孫維彤 佳作 

4B026 大板根遊記 409 馮基睿 佳作 

4B007 我愛天母 403 徐岳 入選 

4B014 我的守護者 405 黃小麥 入選 

4B015 角落歷險記 405 姚沁誼 入選 

4B024 我的怪癖 409 謝沂宬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五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5A007 奶奶 503 郭承瑞 桂冠 

5A008 春天來了 503 許宜蓁 優選 

5A013 我超愛 505 程品綸 優選 

5A015 拜訪春天 505 陳彥霖 優選 

5A002 我心目中的英雄-向警

察致敬 
501 吳念錞 佳作 

5A011 四季和風 504 廖晞妘 佳作 

5A019 海洋世界 507 胡郁欣 佳作 

5A021 摺紙 507 李沛珉 佳作 

5A024 蚊子 508 蔡辰薇 佳作 

5A003 家人 501 張瑄宸 入選 

5A004 四季小精靈 502 于昀幼 入選 

5A009 老師 503 陳彥樺 入選 

5A010 春天的腳印 504 黃妍溱 入選 

5A014 四季 505 吳多媞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五年級散文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5B009 幸福快樂過新年 503 洪子茜 桂冠 

5B008 美麗的秋天 503 許宜蓁 優選 

5B020 
看見臺灣的美麗與哀

愁 
507 鄭光硯 優選 

5B025 這次，我學會了 509 侯量晟 優選 

5B001 爸爸的泡麵 501 李時震 佳作 

5B005 大海的心聲 502 何艾融 佳作 

5B016 多采多姿的寒假生活 506 呂宜卉 佳作 

5B024 福山植物園遊記 508 王舒宥 佳作 

5B004 過年大掃除-清屯 502 宋可馨 入選 

5B013 我最喜歡的小動物 505 黃彥瑞 入選 

5B017 體諒別人的辛勞 506 姜舒元 入選 

5B021 我家那一條街 507 廖奕安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五年級小說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5C001 狐狸的蛋包飯專賣店 501 楊貽端 桂冠 

5C002 藍色天空帶我飛翔 501 陳馨 優選 

5C009 姐妹偵探-第一次辦案 509 陳靖昀 優選 

5C003 天龍國小 501 廖泓羽 佳作 

5C004 飛龍的探索 503 黃恩綺 佳作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六年級童詩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6A005 眼睛 604 陳震珅 桂冠 

6A001 再別天母 601 劉舫涵 優選 

6A007 工具家族狂想曲 604 林丞斯 優選 

6A012 時間˙聯想 609 錢恩亮 優選 

6A006 文具們的晚宴 604 喬子庭 佳作 

6A009 貓咪想說的話 605 梁懷恩 佳作 

6A011 秘境 607 陳弈愷 佳作 

6A002 再別天母 601 洪翊軒 入選 

6A003 再別天母 601 馮為之 入選 

6A004 鄉情 603 袁晨欣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六年級散文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6B008 漫步台大桃花源 603 趙晨希 桂冠 

6B002 一勤天下無難事 601 任晨希 優選 

6B011 念想 604 張鎮妤 優選 

6B020 我的休閒活動 609 錢恩亮 優選 

6B001 遊走在台北的市場 601 楊茨涵 佳作 

6B007 嘉義微旅行 603 張恩睿 佳作 

6B012 回首 604 蔡欣倪 佳作 

6B014 長大吧！ 605 王品懿 佳作 

6B015 處處留心皆學問 605 梁懷恩 佳作 

6B003 遊走在台北的市場 601 胡立穎 入選 

6B004 春天 602 楊淇芸 入選 

6B005 從陌生到熟悉 602 余明倫 入選 

6B010 憶，在天小的日子 604 林丞斯 入選 

6B019 我的休閒活動 609 陳泰辰 入選 

 

 

 

 

 

 



臺北市天母國小第廿屆天母文學獎徵文比賽參加名單 

【六年級小說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成績 

6C003 異能者 605 陳祖葳 桂冠 

6C001 蒲公英之旅 603 徐愷若 優選 

6C002 穿越˙項鍊˙前世 605 黃佑晴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