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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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馬偕盃寫生比賽頒獎典禮」將於本校舉

行。 

    為了因應新冠肺炎防疫，今年將簡化頒獎典禮內容，所以只有各組得獎前三名需現場頒獎

領取獎狀、獎金。而各組的佳作以及入選，佳作的獎品、獎狀以及入選者獎狀將郵寄掛號寄

送至報名填寫就讀學校。 

 

 

領獎方式如下： 

 獎勵內容 領取方式 備註 

第一名 獎金 5000、獎狀 
現場頒獎領

取 

※採現場領獎，得獎者本人需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 

  件。(未帶則無法領獎金) 

 

※頒獎時間：4/24(六) 10：30 (請於 10:10~10:30 報到， 

                        並務必準時。) 

※頒獎地點：淡江高中藝能大樓 1F 廣場 

 

※若是頒獎當天無法前來，平日代理人必需攜帶雙 

  方身分證明文件+委託書，否則無法領取獎金。(委 

  託書於下方附件，若無委託書也無法代領獎金) 

 

※獎金於 4/30(五)17:00 前未領取者，視同放棄 

 

第二名 獎金 3000、獎狀 
現場頒獎領

取 

第三名 獎金 1000、獎狀 
現場頒獎領

取 

佳作 獎品、獎狀 
郵寄至就讀

學校 
5 月份掛號寄出 

入選 獎狀 
郵寄至就讀

學校 
5 月份掛號寄出 

 

本校會另行公告及個別通知前三名得獎者，請前三名得獎同學注意。 

今年作品採取網路上展出，會再另外公告網址在本校公告欄以及淡江高中美術班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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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中年級組 (3 年級、4 年級)   (得獎人共 23 名) 

獎項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曾子馨 天生國小 

第二名 吳紫筠 新社國小 

第三名 邱子玹 淡水國小 

佳作 鄧子謙 建安國小 

佳作 張宇傑 東園國小 

佳作 陳映喬 新興國小 

佳作 陳緹榕 淡水國小 

佳作 干昕丞 快樂國小 

佳作 黃欣尹 淡水國小 

佳作 林安娜 純德國小 

佳作 李宓 淡水國小 

佳作 徐子淇 中港國小 

佳作 李潔畇 淡水國小 

入選 張崴暘 純德國小 

入選 鍾少博 淡水國小 

入選 游心妍 淡水國小 

入選 陳曉天 建安國小 

入選 吳姿瀅 新興國小 

入選 游承勳 淡水國小 

入選 莊育欣 淡水國小 

入選 許乃云 淡水國小 

入選 王羿涵 新市國小 

入選 蕭鈺薰 純德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5 年級、6 年級)   (得獎人共 23 名) 

獎項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張羽涵 東園國小 

第二名 莊主安 新市國小 

第三名 吳宸佑 自強國小 

佳作 蕭亦茗 桃園國小 

佳作 陳醇容 新市國小 

佳作 范宇嫻 竹圍國小 

佳作 王畇童 純德國小 

佳作 謝政宏 文化國小 

佳作 白珈瑀 新興國小 

佳作 陳熹 湖田國小 

佳作 張芷涵 新市國小 

佳作 許可安 新市國小 

佳作 柯加恩 育英國小 

入選 朱宥學 建安國小 

入選 鄭珈沛 新市國小 

入選 李宥家 淡水國小 

入選 王安甯 東園國小 

入選 游佳璇 純德國小 

入選 李毓臻 新興國小 

入選 林子晴 淡水國小 

入選 曾子衍 淡水國小 

入選 林佳臻 建安國小 

入選 王姿勻 竹圍國小 

 

 

 

 

 



國中組   (得獎人共 23 名) 

獎項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張齊祐 金華國中 

第二名 楊千葶 金華國中 

第三名 王昱程 淡江中學 

佳作 范顥馨 金華國中 

佳作 曾憲元 淡水國中 

佳作 董哲宇 淡江中學 

佳作 許睿心 淡江中學 

佳作 黃極 淡江中學 

佳作 黃田瑾 淡江中學 

佳作 許哲銨 淡江中學 

佳作 林可恩 淡江中學 

佳作 陳宥蓁 三重高中國中部 

佳作 王昕甯 三重高中國中部 

入選 陳于甯 淡江中學 

入選 邱筠勻 淡江中學 

入選 沈宛儀 三重高中國中部 

入選 白詠馨 淡水國中 

入選 郭芯妍 淡水國中 

入選 練冠麟 淡江中學 

入選 賴映蓉 自強國中 

入選 葉子婕 淡江中學 

入選 陳宥騰 淡江中學 

入選 陳姸瑾 淡江中學 

 

 

 

 

 



高中組   (得獎人共 23 名) 

獎項 姓名 學校 

第一名 陳昱棋 安樂高中 

第二名 王濬呈 台中一中 

第三名 余奕融 師大附中 

佳作 陳梵菱 淡江高中 

佳作 姜卉妍 淡江高中 

佳作 江誼翎 淡江高中 

佳作 鄭育安 中正高中 

佳作 潘柏仁 復興高中 

佳作 程洛瑀 復興商工 

佳作 鍾睿軒 中正高中 

佳作 侯盛鈞 復興商工 

佳作 李翔民 永平高中 

佳作 陳思瑜 復興商工 

入選 陳政寰 復興商工 

入選 張伊婷 復興商工 

入選 王苡婷 復興商工 

入選 張博凱 淡江高中 

入選 劉又菱 淡江高中 

入選 林罄諭 淡江高中 

入選 王啓安 中正高中 

入選 陳鑫韡 淡江高中 

入選 黃文甫 淡江高中 

入選 王柏欽 師大附中 

 

 

 

 

 



「2021 第八屆馬偕盃寫生比賽」 代領獎金委託書 

 

    委託人(得獎人姓名)                因不克出席頒獎典禮，茲委託(受託人

姓名)                持本委託書及得獎所需之雙方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代為

領取獎金及獎狀，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受託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委託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請攜帶身分證、得獎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與委託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