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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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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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六) 11:00  (請於 10:20~10:50 在「現代館」報到，並務必準時。) 

※獎金與獎品於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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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佳璇 純德國小 第二名 吳宸佑 自強國小 

第三名 張恩貝 秀朗國小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李穎嘉 純德國小 佳作 呂念庭 新市國小 

佳作 鐘晴 新市國小 佳作 許可安 新巿國小 

佳作 黃羽岑 民族國小 佳作 吳沛庭 淡水國小 

佳作 許湘甯 文化國小 佳作 莊主安 新市國小 

佳作 白珈瑀 新興國小 佳作 陳醇容 新市國小 

入選共 10 名 

入選 張仟薇 純德國小 入選 黃敬荃 民族國小 

入選 魏子芸 純德國小 入選 柯加恩 純德國小 

入選 袁千涵 新興國小 入選 周宥佑 新市國小 

入選 王畇童 純德國小 入選 羅喆薰 新市國小 

入選 林愉恩 民族國小 入選 盧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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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禹蓁 民族國小 第二名 劉瑞恩 純德國小 

第三名 范歆 淡水國小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李媛媛 淡水國小 佳作 李宜儒 民族國小 

佳作 蘇玉潔 淡水國小 佳作 林佩賢 純德國小 

佳作 馬沛彣 淡水國小 佳作 黃薇倫 淡水國小 

佳作 陳浚臣 新市國小 佳作 鄭丞祐 淡水國小 

佳作 黃方暄 淡水國小 佳作 曾憲元 新興國小 

入選共 10 人 

入選 李畇萱 淡水國小 入選 張依蒨 秀朗國小 

入選 李泓霖 純德國小 入選 許嘉芝 新市國小 

入選 吳佳莉 自強國小 入選 林巧恩 新興國小 

入選 黃思語 新興國小 入選 游采庭 天生國小 

入選 鄭又寧 淡水國小 入選 羅文蔚 水源國小 

 

 

 

 

 

 

 

 

 



國中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鄭育安 淡江中學 第二名 鄭仁祥 淡江中學 

第三名 陳宣佑 淡江中學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陳亭伍 淡江中學 佳作 林子宇 淡江中學 

佳作 劉子堯 淡江中學 佳作 顏庭溱 淡江中學 

佳作 丁楷銘 淡水國中 佳作 李韋辰 百齡國中 

佳作 陳立沛 三重高中

(國中部) 

佳作 王啟安 淡江中學 

佳作 龔安林 淡江中學 佳作 王昱程 淡江中學 

入選共 10 名 

入選 段旭紅 淡江中學 入選 莊以路 淡江中學 

入選 陳宥騰 淡江中學 入選 柯祈恩 淡江中學 

入選 邱筠勻 淡江中學 入選 黃睿廷 五常國中 

入選 袁千琇 淡水國中 入選 毛柏樂 淡江中學 

入選 范庭綸 淡江中學 入選 陳姿蓉 淡水國中 

 

 

 

 

 

 

 

 

 



高中組 

前三名共 3 名 

名次 姓名 學校 名次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林俊遑 師大附中 第二名 林峻銳 師大附中 

第三名 曾詠萱 淡江高中  

佳作共 10 名 

佳作 潘羽鍚 師大附中 佳作 鍾欣妤 明倫高中 

佳作 黃冠憲 泰北高中 佳作 連韋傑 中正高中 

佳作 袁文宸 復興高中 佳作 張凱傑 淡江高中 

佳作 唐英姿 淡江高中 佳作 謝光羽 淡江高中 

佳作 陳玉卿 淡江高中 佳作 吳曼菱 淡江高中 

入選共 10 名 

入選 鄭昉 淡江高中 入選 呂翌瑄 淡江高中 

入選 呂家齊 淡江高中 入選 雷耘祺 淡江高中 

入選 王韋甯 淡江高中 入選 陳玠佑 明倫高中 

入選 章百儀 淡江高中 入選 江盈賜 淡江高中 

入選 吳睿宸 淡江高中 入選 姜卉妍 淡江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