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22 週年校慶徵文成績一覽 

一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101 郭奕蘭 二公橋 優選 

101 杜彥穎 操場 甲等 

101 翁瑀岑 操場 甲等 

102 陳躍 二公橋與我 優選 

102 陳建均 我愛北門國小 甲等 

102 姚品葳 同心堂 甲等 

103 羅凱琳 百齡樓 優選 

103 蔡尚甫 百齡樓 優選 

103 林佑崴 二公橋 甲等 

104 溫怡鑫 操場 優等 

104 吳宇恩 百齡樓 甲等 

104 陳政廷 我和好朋友去看鴨子 甲等 

105 周昀陞 同心堂 優選 

105 楊帛霖 下課看鴨子 甲等 

105 張文軒 二公橋 甲等 

106 鍾岩希 我最喜歡的學校 優選 

106 陳湘妮 北門校鴨 甲等 

106 陳瑀黎 遊戲場 甲等 

107 朱宥勳 我和同學跑步很開心 優選 

107 劉華繼 教室 甲等 

107 方岑安 教室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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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201 官宥忻 操場趣味多 優選 

201 駱姵妤 校園野餐趣 優等 

201 蕭瑜彤 校園野餐趣 甲等 

201 陳星宇 北門園裡的呱呱 甲等 

201 石語恩 我的老師 甲等 

202 戴佑羽 古老的百齡樓 優等 

202 陳姸之 有趣的單槓區 甲等 

202 劉宥辰 好玩的二公橋 甲等 

202 楊翊承 熱鬧的操場 甲等 

203 吳芸頡 美麗的圖書館 優等 

203 陳法慈 歡樂的光風亭 優等 

203 許春陽 美麗的光風亭 優等 

203 陳彥霖 北門的操場 甲等 

203 鄭安雅 溫暖的北門國小 甲等 

204 孫晨瑀 會變色的台灣欒樹 優等 

204 周悅 我愛校樹 優等 

204 鄭傑夫 下課的時候 甲等 

205 張香昀 北門校樹溫暖多 優選 

205 謝依珍 歡樂的大遊戲場 優選 

205 王允澤 我愛北門 甲等 

205 吳葦庭 我愛北門國小 甲等 

205 徐婕甯 我愛北門 甲等 

206 葉浩宇 我的老師 優選 

206 曾喆倫 北門的操場 甲等 

206 李羽婕 北門好好玩 甲等 

206 曾羿嘉 我愛北門 甲等 

206 陳柔瑄 我愛北門 甲等 

207 謝沛昕 北門與我 優選 

207 黃心怡 北門與我 甲等 

207 曾子霓 北門與我 甲等 

208 糴楷軒 北門最喜歡的地方 優選 

208 林靖昀 在北門最喜歡的地方 甲等 

208 廖語恩 最美好的一堂課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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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301 林鈺萍 我愛北門 優選 

301 葉品樂 我的學校 優選 

302 王宜玄 校園生活 優選 

303 范邑丞 最美的北門國小 優選 

303 徐熙妍 最美的北門國小 優選 

303 劉庭佑 最美的北門國小 甲等 

304 丁榕萱 我的學校 優選 

304 黃子靚 我的學校 甲等 

304 許靖婕 我的學校 甲等 

305 方昱晴 北門最美的一角 優選 

305 徐涴月 北門最美的一角 優選 

305 游淳茹 北門與我 優選 

305 宋奕承 北門與我 優選 

305 駱韋呈 北門與我 甲等 

306 鄭晴丹 最美的校園 優選 

306 龍胤廷 最美的校園 甲等 

306 劉家彤 最美的校園 甲等 

307 陳華翊 北門與我 甲等 

307 張鈞皓 北門與我 甲等 

307 盧依潔 北門與我 優選 

308 施淵醴 北門與我 優選 

308 洪碩呈 北門與我 甲等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22 週年校慶徵文成績一覽 

四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401 鄭基愷 有趣的學校生活 優選 

401 徐子程 學校裡的趣事 優選 

402 陳郁柔 北門一二二校慶 優等 

402 官宥均 北門與我 甲等 

402 朱婕彤 北門建築與我 甲等 

403 杜彥澄 北門建築風華 優選 

403 李亞沁 我和北門的相遇 甲等 

404 陳宥婷 美麗的校園 優選 

404 彭柏硯 美麗的校園 甲等 

404 戴妤恩 美麗的校園 甲等 

405 吳峻賢 北門與我 優選 

405 余昀珍 北門與我 甲等 

405 邱郁涵 北門與我 甲等 

405 林品妍 北門與我 甲等 

406 簡大智 北門與我 優選 

406 曾子瑜 北門與我 優選 

406 龍定筠 北門與我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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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501 趙沐樺 北門的生活 優選 

501 曾筠喬 北門與我 甲等 

501 吳怡槿 北門與我 甲等 

502 邱翊珈 北門與我 優選 

502 謝孟蓁 北門與我 優選 

502 劉峻維 北門與我 甲等 

503 鍾佳妤 北門與我 優選 

503 徐辰睿 北門與我 優選 

503 黃翊宸 北門與我 甲等 

504 陳洪提 北門與我的快樂時光 優選 

504 趙子炘 我與北門好時光 優選 

504 李昀芳 北門與我 甲等 

505 張育瑄 北門與我 優選 

505 江淇昌 北門與我 優選 

505 葉宥辰 北門與我 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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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601 蘇立欣 我的校園生活 優選 

602 劉祐廷 北門與我 優選 

602 林佑欽 北門與我 甲等 

602 賴廷華 北門與我 優選 

603 徐睿彤 在北門的生活點滴 優選 

603 曾妍嘉 北門與我 優選 

603 廖士嫻 北門校園 甲等 

603 吳秉叡 北門與我 甲等 

603 彭巧蓁 北門與我 甲等 

604 徐晨皓 北門與我 優選 

604 鍾宛樺 北門與我 優選 

604 劉省吾 快樂北門 甲等 

605 彭敏嘉 北門與我 優選 

605 陳映潔 北門與我 優選 

606 蔡允蓁 北門與我 優選 

606 陳柏宇 我在北門的時光 甲等 

606 李享 北門與我 甲等 

606 高苡倫 北門與我 甲等 

606 宋佩妮 北門與我 甲等 

606 曾姵嘉 北門與我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