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23 週年校慶徵文成績一覽 

一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101 陳佳妤 操場上戶外學習收穫多 優等 

101 簡伶真 二公橋小魚優游真自在 優等 

101 張若妤 妙妙圖書館藏書多 甲等 

102 歐梓元 活力操場 優等 

102 展杰楷 好玩的遊戲區 甲等 

102 劉宣麟 好玩的遊戲區 甲等 

103 李亞芯 圖書館的日常 優等 

103 彭莘雅 操場漫步真快樂 優等 

103 詹婷羽 流感注射真可怕 甲等 

104 陳姿妤 多采多姿的圖書館 優等 

104 廖芸婕 閱讀讓我更聰明 甲等 

104 王廷維 圖書館尋寶趣 甲等 

105 俞品彤 操場真好玩 優等 

105 方琦瑩 溫暖的健康中心 甲等 

105 黃崨甯 充滿愛的健康中心 甲等 

106 李隼 運動會 優等 

106 彭于恬 歡樂北門 優等 

106 曾昀樂 在操場跑步 甲等 

107 戴佑竹 快樂學習 優等 

107 許倢睿 遊玩北門 甲等 

107 莊佩盈 北門是我的好朋友 甲等 

108 陸蘊綝 看書真好 優等 

108 鄭元晴 圖書館 甲等 

108 楊翔宇 快樂北門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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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201 施竑邑 北門大巨人 優等 

201 李秉諺 北門大巨人 甲等 

201 杜彥穎 北門大巨人 甲等 

202 陳柚潔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2 張芮慈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2 陳躍 北門樹朋友 甲等 

203 蔡尚甫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3 陳楷忻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3 徐宗彬 北門樹朋友 甲等 

204 魏雅歆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4 黃子恩 北門樹朋友 優等 

204 鄭珈亘 北門樹朋友 甲等 

205 楊帛霖 大遊樂區 優等 

205 蘇子喬 榕樹下 優等 

205 余亭萱 二公橋 甲等 

206 陳瑀黎 猜猜我是誰 優等 

206 蘇婉彤 我是亞歷山大椰子 優等 

206 王竑硯 榕樹 甲等 

207 吳欣樺 我愛北門國小 優等 

207 王昕弘 北門圖書館 優等 

207 耿晨榛 北門樹朋友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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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301 孫晨瑀 北門與我 優等 

301 廖語恩 北門與我 甲等 

302 糴楷軒 北門與我 優等 

302 曾喆倫 北門與我 優等 

302 鄧尹敦 北門與我 甲等 

303 謝沛昕 在圖書館的樂趣 優等 

303 謝依珍 校慶 優等 

303 吳洹寧 北門國小校慶 甲等 

304 鄭傑夫 北門與我 優等 

304 徐婕甯 北門與我 甲等 

304 張晁瑋 北門與我 甲等 

305 王希羽 我的祕密基地 甲等 

305 邱詠甯 學校裡的水池 甲等 

306 王淯瑄 我與北門 優等 

306 賴淳媗 我與北門 優等 

306 鄭元熙 我與北門 甲等 

307 駱姵妤 北門與我 優等 

307 鄭安雅 北門與我 優等 

307 曾羿嘉 北門與我 甲等 

308 劉宥辰 北門與我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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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401 吳若豪 北門之古蹟 優等 

401 黃書豪 美麗的北門國小 優等 

402 劉亞璇 下課十分鐘 優等 

402 彭妍瑄 下課十分鐘 甲等 

402 林昱澄 下課十分鐘 甲等 

403 郭子琪 北門與我 優等 

403 徐熙妍 北門的活動 優等 

403 劉庭佑 北門的活動 甲等 

404 丁榕萱 北門與我 優等 

404 蔡侑蓁 北門與我 優等 

404 黃子靚 優選 甲等 

405 徐涴月 北門與我的成長 優等 

405 林冠霖 我的秘密天地 優等 

405 駱韋呈 北門最美的一角 甲等 

406 鄭晴丹 北門與我 優等 

406 吳梨安 北門與我 甲等 

406 黃子濬 北門與我 甲等 

407 王品睿 北門與我 優等 

407 陳華翊 北門趣事多 甲等 

407 楊鎧謙 北門與我 甲等 

408 許妍安 北門與我 優等 

408 洪碩呈 北門與我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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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501 曾予珂 特色北門 優等 

501 陳宥婷 北門與我 優等 

501 徐紫芯 校園美景 甲等 

502 杜彥澄 北門與我 優等 

502 黃采潔 北門與我 優等 

502 許晏榕 北門與我 甲等 

503 張語桐 北門風情 優等 

503 林俞辰 北門風情 優等 

503 陳映方 北門好時光 甲等 

504 褚祐瑄 北門與我 優等 

504 李芷頤 北門與我 甲等 

504 戴妤恩 北門與我 甲等 

505 陳郁柔 北門與我 優等 

505 廖宥恩 北門風景 甲等 

506 韓昀穎 北門與我 優等 

506 彭柏硯 北門與我 甲等 

507 龍定筠 北門與我 優等 

507 鄧品正 北門與我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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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組 

班級 姓名 題目 成績 

601 趙沐樺 回顧北門 優等 

601 吳怡槿 六年來在北門的回憶 甲等 

602 邱翊珈 北門與我 優等 

602 溫佑誩 北門與我 甲等 

602 詹宗凡 北門與我 甲等 

603 蔡可暄 校園一角 優等 

603 周延融 北門點滴 優等 

603 黃翊宸 校園一角 甲等 

604 陳洪提 北門與我的快樂回憶 優等 

604 林常瑋 我的北門時光機 優等 

604 朱喬筠 我在北門的快樂生活 甲等 

605 張育瑄 北門與我 優等 

605 葉宥辰 北門與我 優等 

605 許育銜 北門與我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