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獎狀明細表

張數明細

特優獎狀 優等獎狀 甲等獎狀 教師獎狀 參賽證明書 合計

29 43 20 22 9 123

特優獎狀

 競賽組別 競賽項⽬ 競賽員姓名 等第

1 ⾼中學⽣組 其他作文 吳秉叡 特優

2 國⼩學⽣組 閩南語朗讀 吳翊綜 特優

3 國⼩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妮卡兒·席夫
特優

創意無限獎

4 國中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妲⽡·⾕穆
特優

⾯⾯俱到獎

5 國⼩學⽣組 太魯閣族語讀者劇場
姜曜承、梁伊丞、葉詠珈、

謝智璿、鍾育婕 特優

6 ⾼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廖家慧 特優

7 國⼩學⽣組 布農族語情境式演說 杜佳琳
特優

⾯⾯俱到獎

8 國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林有君 特優

9 ⾼中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林雅婕
特優

⽣動⾃然獎

10 國中學⽣組 國語字⾳字形 楊知叡 特優

11 國中學⽣組 噶瑪蘭族語情境式演說 潘⼦瑤
特優

⾯⾯俱到獎

12 國⼩學⽣組 噶瑪蘭族語情境式演說 潘思蓉
特優

⾯⾯俱到獎

13 國⼩學⽣組 布農族語讀者劇場 ⽥瑜婕、胡智⼼、蕭仁昊 特優

14 國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情境式演說 胡沐霖
特優

⾯⾯俱到獎

15 國⼩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胡⽻彤 特優

16 ⾼中學⽣組 閩南語朗讀 葉⼦祈 特優

17 國中學⽣組 國語朗讀 葉耘辰 特優

18 國中學⽣組 其他作文 賴可峮 特優

19 國中學⽣組 泰雅族語朗讀 趙珮岑 特優

20 ⾼中學⽣組 賽德克族語朗讀 鍾慶琳 特優

21 國中學⽣組 阿美族語朗讀 陳敏鈊 特優

22 社會組 阿美族語演說 陳美莉 特優

23 國⼩學⽣組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黃紹群
特優

對答如流獎

優等獎狀

 競賽組別 競賽項⽬ 競賽員姓名 等第

1 ⾼中學⽣組 國語朗讀 丁少威 優等

2 國⼩學⽣組 客家語讀者劇場
余佳軒、余佳恩、林思涵、范
祐熏、劉育瑞、劉思苹 優等

3 國中學⽣組 布農族語朗讀 余辰文 優等

4 ⾼中學⽣組 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劉奕岑 優等

5 社會組 客家語朗讀 劉康正 優等



6 國⼩學⽣組 阿美族語朗讀 古巧欣 優等

7 ⾼中學⽣組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吳佳臻 優等

8 社會組 閩南語朗讀 張嘉莉 優等

9 ⾼中學⽣組 泰雅族語朗讀 張顥麒 優等

10 國⼩學⽣組 其他作文 彭⼦庭 優等

11 教師組 閩南語朗讀 戴如君 優等

12 國中學⽣組 噶瑪蘭族語朗讀 朱芳瑩 優等

13 國⼩學⽣組 撒奇萊雅族語朗讀 李則彥 優等

14 社會組 其他作文 李德貴 優等

15 國⼩學⽣組 阿美族語讀者劇場 林浩凱、菝哈.蔴籟瑪⾥⾕ 優等

16 社會組 閩南語字⾳字形 林淑華 優等

17 國中學⽣組 國語演說 林芊逸 優等

18 國中學⽣組 賽德克族語朗讀 梅樺琳 優等

19 國⼩學⽣組 賽德克族語朗讀 楊玲瑄 優等

20 國中學⽣組 布農族語情境式演說 江語澤 優等

21 ⾼中學⽣組 撒奇萊雅族語朗讀 温冠洳 優等

22 社會組 國語朗讀 潘育庭 優等

23 國⼩學⽣組 國語朗讀 王安婕 優等

24 ⾼中學⽣組 布農族語朗讀 ⽥孟霖 優等

25 國中學⽣組 其他寫字 ⽥柏祥 優等

26 國⼩學⽣組 布農族語朗讀 ⽥莉 優等

27 教師組 其他作文 簡福臨 優等

28 國⼩學⽣組 國語演說 羅晨昀 優等

29 ⾼中學⽣組 國語演說 羅郁媗 優等

30 國⼩學⽣組 賽德克族語情境式演說 范晏婷 優等

31 國⼩學⽣組 客家語朗讀 覃耕賢 優等

32 國中學⽣組 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詹昱峰 優等

33 國⼩學⽣組 其他寫字 郭芝睿 優等

34 國⼩學⽣組 噶瑪蘭族語朗讀 鄭明皓 優等

35 國中學⽣組 撒奇萊雅族語朗讀 陳彥紳 優等

36 國⼩學⽣組 卑南族語朗讀 ⾼寧 優等

37 ⾼中學⽣組 客家語朗讀 黃郁庭 優等

甲等獎狀

 競賽組別 競賽項⽬ 競賽員姓名 等第

1 ⾼中學⽣組 阿美族語朗讀 余如臻 甲等

2 ⾼中學⽣組 卑南族語朗讀 吳馨玫 甲等

3 社會組 其他寫字 姜秀琴 甲等

4 ⾼中學⽣組 賽夏族語朗讀 ⽇路加 甲等

5 教師組 其他寫字 朱峰綱 甲等

6 國中學⽣組 客家語朗讀 李品緣 甲等



7 國⼩學⽣組 閩南語讀者劇場
李采潔、李茵芙、李凱鋒、
⾼郁倢、黃承翰、楊永哲、

樂欣、簡姿榕
甲等

8 社會組 國語字⾳字形 林俊明 甲等

9 國中學⽣組 閩南語朗讀 楊佳穎 甲等

10 國⼩學⽣組 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江有邦 甲等

11 國中學⽣組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盧威辰 甲等

12 教師組 國語朗讀 蔡依真 甲等

13 ⾼中學⽣組 其他寫字 龐有晟 甲等

教師獎狀

 競賽組別 競賽項⽬ 教師姓名 競賽員等第

1 國中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穆德阿督普 特優

2 國⼩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張美琴 特優

3 國⼩學⽣組 噶瑪蘭族語情境式演說 林⽟妃 特優

4 國中學⽣組 噶瑪蘭族語情境式演說 林⽟妃 特優

5 國⼩學⽣組 布農族語情境式演說 ⾺惠美 特優

6 國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情境式演說 王利蘭 特優

7 ⾼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陳德正 特優

8 ⾼中學⽣組 阿美族語情境式演說 黃梅玲 特優

9 國中學⽣組 阿美族語朗讀 黃梅玲 特優

10 ⾼中學⽣組 賽德克族語朗讀 謝美琴 特優

11 國⼩學⽣組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戴如君 特優

12 ⾼中學⽣組 其他作文 林雅瑄 特優

13 國⼩學⽣組 閩南語朗讀 陳麗阡 特優

14 國中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林碧⽉ 特優

15 國⼩學⽣組 太魯閣族語朗讀 黃麗俐 特優

16 ⾼中學⽣組 閩南語朗讀 戴如君 特優

17 國中學⽣組 泰雅族語朗讀 鄭慈韻 特優

18 國中學⽣組 國語朗讀 張婷婷 特優

19 國中學⽣組 其他作文 蘇怡臻 特優

20 國中學⽣組 國語字⾳字形 蔡秀枝 特優

21 國⼩學⽣組 布農族語讀者劇場 何秋美 特優

22 國⼩學⽣組 太魯閣族語讀者劇場 簡詩⾳ 特優

參賽證明書

 競賽組別 競賽項⽬ 競賽員姓名

1 教師組 客家語字⾳字形 彭莘茹

2 國中學⽣組 客家語字⾳字形 陳名暄

3 社會組 客家語字⾳字形 林苡嘉

4 國⼩學⽣組 閩南語字⾳字形 邱品涵

5 ⾼中學⽣組 閩南語字⾳字形 盧亭妍

6 國⼩學⽣組 國語字⾳字形 陳兆宏

7 國中學⽣組 閩南語字⾳字形 陳姵岑



8 ⾼中學⽣組 國語字⾳字形 徐文儀

9 教師組 國語字⾳字形 李照翔

 



花蓮縣獎狀簽收表

張數明細

特優獎狀 優等獎狀 甲等獎狀 教師獎狀 參賽證明書 合計

29 43 20 22 9 123

簽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