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第五屆馬偕盃寫生比賽得獎公告 

 

恭喜各位得獎同學，也謝謝各位的參與，「第五屆馬偕盃寫生比賽頒獎典禮」將

於本校舉行。 

前三名及佳作需現場頒獎領取獎狀及獎品，入選者獎狀將由單位寄送至報名填

寫地址。 

※頒獎時間：3/24(六) 9:40  (請於 9:10~9:40 在「現代館」報到，並務必準時。) 

※獎金與獎品於 3/30(五)17:00 前未領取者，視同放棄。 

 

本校會另行公告及個別通知，請得獎同學注意。 

以下是本年度得獎名單，如有任何問題或資料錯誤者可撥聯絡電話詢問，謝謝。 

聯絡電話:02-2620 3850 轉 123 

 

 

得獎名單 

國小 3.4 年級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曾憲元 新興國小 第二名 吳睿軒 淡水國小 

第三名 黃思語 新興國小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鄭米米 淡水國小 佳作 林巧恩 新興國小 

佳作 朱宥學 建安國小 佳作 王婕馨 鄧公國小 

佳作 李芷涵 純德小學 佳作 黃子庭 淡水國小 

佳作 周子靖 淡水國小 佳作 陳欣翎 淡水國小 

佳作 彭盈媗 海山國小 佳作 盧沛綸 淡水國小 

入選共 2 名 

入選 何詮隆 文化國小 入選 陳孟安 新興國小 

 

 

 



國小 5.6 年級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梁慶紫 天生國小 第二名 戴歆凈 淡水國小 

第三名 楊千葶 東園國小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林佩賢 純德小學 佳作 戴廷庭 新市國小 

佳作 顏誠緯 忠義國小 佳作 盧珮瑜 淡水國小 

佳作 謝喬雅 新市國小 佳作 吳芷盈 成州國小 

佳作 蘇玉潔 淡水國小 佳作 李媛媛 淡水國小 

佳作 陳姿蓉 鄧公國小 佳作 陳葳蓁 淡水國小 

入選共 15 人 

入選 江冠希 石牌國小 入選 江冠錞 石牌國小 

入選 黃方暄 淡水國小 入選 黃田瑾 新市國小 

入選 邱筠勻 石牌國小 入選 蔡雅心 純德小學 

入選 周柏廷 淡水國小 入選 馬沛彣 淡水國小 

入選 鄭又寧 淡水國小 入選 柯祈恩 純德小學 

入選 曾詠欣 淡水國小 入選 蔡佳霖 鄧公國小 

入選 陳宥騰 復興國小 入選 陳佳璟 淡水國小 

入選 周逸 大屯國小  

 

 

 

 

 

 

 

 



國中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呂晉安 淡江中學 第二名 何姿蓉 淡江中學 

第三名 陳立沛 三重高中

(國中部)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陳宣佑 淡江中學 佳作 潘柏仁 淡江中學 

佳作 盧翊安 淡江中學 佳作 王浩宇 淡江中學 

佳作 許禕晨 淡江中學 佳作 洪品暄 三重高中

(國中部) 

佳作 施亭 淡江中學 佳作 張千穎 淡江中學 

佳作 潘彥辰 淡江中學 佳作 吳亭寬 淡江中學 

入選共 10 名 

入選 曾仲妮 三重高中

(國中部) 

入選 張申儒 淡江中學 

入選 李姿妟 淡江中學 入選 王啟安 淡江中學 

入選 蘇子翔 淡江中學 入選 龔安林 淡江中學 

入選 張聖沅 淡江中學 入選 陳梵菱 淡江中學 

入選 劉又菱 淡江中學 入選 熊芷榆 三重高中

(國中部) 

 

 

 

 

 

 

 



高中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黃宇瑍 師大附中 第二名 林俊遑 師大附中 

第三名 林俊洋 淡江高中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蔡毓芸 淡江高中 佳作 高國誌 淡江高中 

佳作 張大仁 師大附中 佳作 楊馥安 復興商工 

佳作 蔡政澔 淡江高中 佳作 宋彥祥 淡江高中 

佳作 吳曼菱 淡江高中 佳作 易達 中正高中 

佳作 雷耘祺 淡江高中 佳作 黃璽 淡江高中 

入選共 12 名 

入選 黃馨儀 復興商工 入選 林子涵 淡江高中 

入選 楊硯丞 淡江高中 入選 廖家民 復興商工 

入選 林旻樺 復興商工 入選 鍾欣妤 明倫高中 

入選 呂家齊 淡江高中 入選 許詠宜 淡江高中 

入選 盧小琴 復興商工 入選 曹軒滋 淡江高中 

入選 王璟綸 中正高中 入選 陳育群 中正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