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名 班級 姓名 名次 校名 班級 姓名 名次 校名 班級 姓名 名次

七堵國小 402 程于芳 第一名 建德國中 809 陳俐穎 第一名 二信高中 廣一忠 羅郁琁 第一名

信義國小 601 張博智 第二名 二信國中 707 許瑜庭 第二名 二信高中 廣一忠 蔡昀臻 第二名

尚仁國小 六年忠班 陳思穎 第二名 瑞芳國中 706 葉俊祥 第二名 二信高中 廣二忠 葉  馨 第二名

七堵國小 602 黃鈺君 第三名 瑞芳國中 704 陳姵芯 第三名 二信高中 109頂大 吳祖睿 第三名

尚仁國小 六年忠班 廖翌岑 第三名 瑞芳國中 704 林芯瑜 第三名 二信高中 廣一忠 張苡芊 第三名

五堵國小 501 黃冠庭 第三名 中正國中 904 李沂諠 第三名 二信高中 廣二忠 劉才悅 第三名

安樂國小 602 吳芷儀 佳作 信義國中 804 康杏萱 佳作 雙溪高中 103 林佳欣 佳作

安樂國小 602 陳冠廷 佳作 中正國中 904 林筱蝶 佳作 二信高中 廣二忠 李怡茹 佳作

安樂國小 602 葉新英 佳作 建德國中 705 陳俐慧 佳作 二信高中 廣一忠 余幼稜 佳作

二信國小 601 蘇安婕 佳作 建德國中 704 陳少騫 佳作 培德工家 烘焙三 林劭穎 佳作

二信國小 501 王亦欣 佳作 二信國中 703 周芷伶 佳作 二信高中 廣二忠 蘇靖寧 佳作

尚仁國小 六年忠班 蕭子桓 佳作 二信國中 704 余佳靜 佳作 二信高中 廣三孝 胡景琇 佳作

暖暖國小 六年忠班 邱筱憬 入選 貢寮國中 802 林怡君 入選 雙溪高中 101 王郁綺 入選

東光國小 五年忠班 褚昱婷 入選 雙溪國中 701 張恩綺 入選 雙溪高中 303 葉宜芳 入選

東光國小 五年忠班 周怡君 入選 雙溪國中 901 簡沛羽 入選 雙溪高中 103 林芝蒂 入選

東光國小 五年忠班 邱筱家 入選 建德國中 708 張嘉恩 入選 雙溪高中 202 李佳紋 入選

忠孝國小 601 王晨茵 入選 建德國中 708 陳佳岷 入選 雙溪高中 103 吳佳芩 入選

忠孝國小 501 何馥宇 入選 二信國中 708 馬嘉君 入選 二信高中 日一忠 莊儀珊 入選

忠孝國小 501 甘雯萱 入選 二信國中 703 張芸綺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忠 吳家琪 入選

忠孝國小 501 甘家豪 入選 二信國中 809 張宜謙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孝 洪梓媗 入選

二信國小 501 黃暐甯 入選 二信國中 701 梁鈞翔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忠 黃安萁 入選

汐止國小 五年六班 林恆毅 入選 二信國中 702 張智華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忠 林炘楷 入選

中正國小 601 黃宥臻 入選 二信國中 703 曹景崴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忠 余幼稜 入選

二信國中 808 杜依菲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孝 李昕曈 入選

二信國中 811 李德晞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孝 鐘于慈 入選

秀峰國中 101 呂喬甄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一孝 林億寶 入選

秀峰國中 111 葉姵柔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二忠 邱彩瑛 入選

碇內國中 803 鄭苡彤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二忠 江姵昕 入選

碇內國中 803 戴亭竹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二忠 詹秉樺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二忠 許郁欣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二孝 曹一得 入選

二信高中 廣三孝 謝靜婷 入選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107年大基隆區中小學學生「聖誕節創意手製（繪）卡片設計大賞」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