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姓  名 學校名稱 姓  名

特優 建安國小 蔡佳恩 私立再興小學 鄭鑠汶

優等1 金華國小 林宸希 金華國小 鄭詠勻

優等2 關渡國小 謝楹霈 三民國小 陳宣佑

佳作1 景興國小 林恩如 東園國小 陳星妤

佳作2 明湖國小 黃宇睿 三玉國小 鍾佾芯

佳作3 私立再興小學 章得儀 胡適國小 沈芃安

特優 永安國小 朱思瑜 東門國小 王宥人

優等1 大龍國小 秦奕婷 金華國小 李昀宸

優等2 大龍國小 孫彥甯

佳作1 文林國小 黃怡德 新和國小 王馨萱

佳作2 東新國小 曾靖雯

佳作3

特優

優等1

優等2

佳作1 天母國小 駱守蕾 興華國小 陳欣惠

佳作2 私立再興小學 陳若維

佳作3

獎項
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甄選比賽得獎名單

尊重生命

孝親尊長

負責盡責

作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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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甄選比賽得獎名單

作品主題

特優 長春國小 蔡禕宸 關渡國小 白祥邑

優等1 私立再興小學 廖婉雯 石牌國小 吳孟蓁

優等2 華江國小 許嘉恩 潭美國小 陳  憶

佳作1 私立再興小學 侯胤竹 東湖國小 簡鈺璇

佳作2 東湖國小 蔡宗諺 麗山國小 陳思任

佳作3 西門國小 郭暐岑 長春國小 楊霞微

特優 北市大附小 林子祐 南門國小 陳宥驊

優等1 民生國小 余峻安 景興國小 林  翰

優等2 溪口國小 梁振恩 吉林國小 項詩閔

佳作1 東園國小 陳思睿 潭美國小 黃中安

佳作2 濱江國小 洪璵鈞 關渡國小 陳宣羽

佳作3 修德國小 黃品慈 興華國小 劉亦珊

特優

優等1 幸安國小 方  瀞 胡適國小 夏嘉瑜

優等2

佳作1 興華國小 張芸禔

佳作2

佳作3

誠實信用

團隊合作

自主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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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甄選比賽得獎名單

作品主題

特優

優等1

優等2

佳作1 景興國小 林恩如 興華國小 王馥瑜

佳作2

佳作3

特優

優等1

優等2

佳作1 東新國小 紀亭宇

佳作2 私立再興小學 莊勳丞

佳作3 石牌國小 李庭彣

特優 建安國小 范顥馨  麗山國小 陳喜恩

優等1 仁愛國小 李畇萱 吉林國小 陳亮妤

優等2 金華國小 簡安霓

佳作1 明湖國小 闕語萱 政大實小 宋家璇

佳作2 永安國小 張子堯 文化國小 彭宥瑄

佳作3 文林國小 魏  婕

主動積極

謙虛有禮

關懷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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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甄選比賽得獎名單

作品主題

特優 東園國小 林芊宥 麗山國小 顏均曄

優等1 幸安國小 邱子淇 螢橋國小 吳爾祜

優等2 私立再興小學 劉杰宓 敦化國小 朱庭儀

佳作1 濱江國小 劉芯妤 文化國小 呂晶穎

佳作2 修德國小 柯羽軒 文林國小 何采嫻

佳作3 大龍國小 魏靖妮 新民國小 鄭德東

特優

優等1

優等2

佳作1 麗山國小 呂弈叡

佳作2

佳作3

特優 私立光仁小學 楊禾安 忠孝國小 馬桂馨

優等1 東門國小 王宥千 胡適國小 陳茂串

優等2 金華國小 張郁琪 文化國小 陳學芊

佳作1 南門國小 劉芷妤 大湖國小 張晨萱

佳作2 政大實小 蔡逸安

佳作3 興華國小 黃心立

接納包容

愛護環境

賞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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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甄選比賽得獎名單

作品主題

特優 南港國小 鄭可唯

優等1 永安國小 梁岑安

優等2 胡適國小 徐驊諺

佳作1 麗山國小 游令詣 文化國小 蘇  盼

佳作2 新和國小 許詠淩

佳作3 文林國小 黃德宇

公平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