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石牌國小 洪珞凌 二14 寫給嘲笑我名字的同學 特優 郭岱涵 呂郁珊

2  文化國小 蘇圓絜 二2 寫給我喜歡的小致 特優 林雅琴 林心怡

3  忠孝國小 卓辰昕 二乙 寫給稱讚我很會織毛線的同學和老師 特優 湯家綾

4 永吉國小 鍾雨庭 二1 寫給當鬼就生氣的人 優選 周愛鈴

5  新生國小 蔡忻穎 一4 寫給天堂的小寶寶 優選 廖盈真 廖婉竹

6  長春國小 郭羿寧 二6 寫給"叫我不要和別人玩的同學-小羽" 優選 陳怡妏 劉莉娜

7  內湖國小 陳芊榕 二6 一起慶祝生日吧！ 優選 曾新蕙 陳慧如

8  潭美國小 林廷諺 二4 寫給想跟我做朋友的同學 優選 盧彥儒

9 永吉國小 李其諺 二1 寫給我尊敬的對手JJ 優選 周愛鈴

10  石牌國小 張安娜 二14 給需要「愛物惜物」的同學 佳作 郭岱涵 呂郁珊

11  博嘉實小 黃奕昕 二甲 寫給愛打我頭的妹妹 佳作 王蕾雅 林淑媛

12  萬芳國小 李律霆 二2 親愛的爸爸 佳作 陳新姬

13  明德國小 周新展 二2 寫給朋友-妤柔 佳作 黃雅雯

14  南門國小 許知榆 二乙 給火星人同學的明信片 佳作 紀美字 吳佳綾

15  延平國小 張晴 二3 寫給我的新同學科品辰 佳作 蔡秀娟

16  富安國小 黃暄筑 二甲 寫給要勇敢愛自己的又恩 佳作 李珮瑜 葉惠芹

17 麗山國小 張育豪 二4 寫給我最要好的雙胞胎好朋友 佳作 施靜華

18 三興國小 張珈華 二1 寫給在天上的哥哥 佳作 張禹欣

19  光復國小 李姵萱 二12 寫給讓我充滿勇氣的表哥 入選 陳秋蘭

20  信義國小 莊詠晰 二3 寫給案例九的小南 入選 李惠璇

21  信義國小 劉芸安 二4 寫給沛沛 入選 陳秀青

22  濱江國小 陳韋杉 二2 寫給忙碌的媽媽 入選 鄒靜雨

23  濱江國小 陳衧蓁 二3 寫給親愛的媽媽 入選 李逸群

24  銘傳國小 溫柔霏 二1 我愛爸爸 入選 古詩聿

25  長安國小 常騰彧 二3 寫給親愛的爺爺 入選 朱韻婷

26  國語實小 許紹恩 一9 寫給天堂裡的外公 入選 陳凱筑

27  西門國小 范律暘 二3 寫給愛煎牛排愛陪我打電動的大小孩爸爸 入選 宋世雯

28  日新國小 黃彥清 二3 老師，謝謝您讓我覺得自己很棒 入選 黃慧婷

29  成德國小 黃靖雯 二4 寫給擔任消防隊員的爸爸 入選 裴素貞

30  成德國小 許舒閑 二4 寫給天堂的阿嬤 入選 裴素貞

31  修德國小 李彥碩 二4 寫給外公的話 入選 林家鍼

32  武功國小 林宸緯 二1 寫給遠方爸爸的想念 入選 洪西馨

33  興德國小 胡宇璨 二2 寫給親愛的阿嬤 入選 陳惠光

34  溪口國小 劉仲勛 二3 給有魔法的伶伶博士 入選 陳靜怡

35  志清國小 陳妍旭 二3 寫給我的好朋友宋阿材 入選 饒僖真

36  明道國小 王詠瑩 二3 當朋友好嗎 入選 尤玉文 楊珍美

37  萬興國小 林暐植 二1 寫給發起「捐鞋救命」的楊右任先生 入選 李惠珍

38  興華國小 王呈心 一3 寫給新班級裡的新朋友 入選 王大江 江文怡

39  葫蘆國小 王政頤 二4 寫給管很大的同學 入選 賴瑩修

40  天母國小 陳怡臻 二12 給愛哭的小牛 入選 林妙真 張毓書

41  天母國小 許寧庭 二12 給不會玩遊戲的小牛 入選 林妙真 張毓書

42  東湖國小 邱暐承 二9 I AM SORRY 入選 陳怡真 李宜珈

43  西湖國小 劉馥萱 二1 給受不了的酷 入選 邱貞綺

44  明湖國小 余紫齡 二10 寫給一位我非常羨慕的同學 入選 黃瓊慧

得獎

序號

臺北市109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生活小小事，談情感」徵件比賽

低年級:明信片宅急便  獲獎名單

複審

成績
作品名稱

年級

班級
學生姓名學校 指導老師



1  濱江國小 簡為楷 四2 P 寫給班上的慢飛天使 特優 吳念倫

2  福德國小 陳芊嬡 四1 P 心永遠在一起 特優 陳彥智 林育存

3  三民國小 劉恩嘉 四3 P 不同的選擇，相同的愛 特優 廖峻毅

4  福星國小 張煥緒 三甲 P 情緒學習-正確情緒表達拚出好生活 優選 謝礽青 黃雅君

5  太平國小 石姵晨 四2 P 勇敢表達 優選 許芳銘

6  碧湖國小 林沛緒 四2 P 上學去 優選 陳妤亭

7  公館國小 林品嘉 四甲 P 見義勇為的小嘉 優選 陶瑜 劉俐伶

8  吳興國小 古淳嬉 三1 P 大花小花不一樣 優選 宋曉琪

9  長安國小 胡可岳 三2 P 寫給我自己-有點不一樣的男孩 優選 徐佑琪

10  幸安國小 王愷菲 四7 P 我也想演小飛俠 佳作 蔡佳真 林宛榆

11  興隆國小 張爾育 四4 P 畫給案例九的小南和小其 佳作 溫騏華

12  博嘉實小 許獻文 三甲 P 發現美好愛分享 佳作 林淑媛 楊佳佳

13  長安國小 常騰恩 四2 P 寫給小時候的寵物-「大、小金剛」 佳作 陳瑩芝

14 私立復興小學 游瑀涵 三仁 P 顏色不分性別 佳作 林佳民

15  興華國小 林穎玄 四3 P 寫給愛嘲笑我的同學 佳作 黃芷卉

16  明湖國小 楊喬茵 四7 P 原來 佳作 余美雪

17  潭美國小 葉妍顏 四1 P 誠實 佳作 劉娟娟

18  實踐國小 林宜嫻 四4 P 看見對方的需要才是真體貼 佳作 李宜蒨 陳佳慧

19  東園國小 王品翔 四5 P 男女生平等和樂 入選 涂權鴻 黃佩玲

20 私立復興小學 林宇桐 三信 P 從困頓磨練出億萬導演-李安 入選 林佳民

21  士東國小 羅翊榛 四5 P 走！一起去上學 入選 顏廷芸 簡淑真

22  南湖國小 江沛妍 四6 P 寫給案例四裡的小旻 入選 詹淑惠

23  士東國小 陳詠晴 四3 P 互相尊重，歡喜做自己 入選 賴雅馨

24  文化國小 葉冠志 四8 P 和平相處 家庭幸福 入選 潘秀慧 李玨叡

25  幸安國小 張鉅昇 三5 P 寫給戴粉紅色口罩被嘲笑的小男孩 入選 林品辰 林宛榆

26  社子國小 吳秉翰 四7 P 男女都珍貴 平等才是對 入選 李尚勳

27  東園國小 蔡凱媃 四5 P 性別平等男女都可以做到 入選 涂權鴻

28  大安國小 高語瞳 三3 P 寫給教導我學習尊重和祝福的同學 入選 陳玫菁 范秀汝

29 私立華興小學 凃乃瑄 三4 P 「疊」出好友誼─感謝伸張正義的貓女俠 入選 顧心宜

30  民權國小 陳沛潔 三3 P 游泳課 入選 周志峰

31  木柵國小 蔡松甫 四1 P 寫給一起共助成長的同學「不要怕，我陪你」 入選 劉欣宜

32  金華國小 鄭沛榛 三1 P 強森的興趣 入選 袁寶珠

33  民生國小 陳彥融 四2 P 寫給勇於追求芭蕾舞夢的男同學 入選 林君懿

34  松山國小 陳柔郼 四2 P 謝謝生活中努力付出的你和妳 入選 林崇青

35  大安國小 張蕎纓 三5 P 寫給也想玩娃娃的小杰 入選 陳立芸 吳範卿

36  東門國小 鄒紫涵 四5 P 被幫助的幸福 入選 陳怡文 林雅雯

37  光復國小 鄭喬溱 三9 P 我愛大莉 入選 廖雪芬

38  潭美國小 陳睿明 四1 P 多一點了解，多一點朋友 入選 劉娟娟

39  辛亥國小 王以安 三2 P 有爸爸真好 入選 陳梅瀅

40  國語實小 陳威廷 三2 P 被惡作劇的小明 入選 林妍岑

41  南門國小 賴    昀 三乙 P 感謝-伸出援手的你 入選 阮麗蓉 吳佳綾

42  南門國小 楊晴羽 三乙 P 男女同學一起來 入選 阮麗蓉 吳佳綾

43  明德國小 羅心妤 四3 P 小熊的問題 入選 黃巧瀠

44  清江國小 陳曉柔 三2 P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入選 蔡騏卉

45  建安國小 張育熏 四5 P 我的粉紅鞋 入選 林欣穎

46  永樂國小 陳姮綺 三5 P 寫給校園裡的同學們 入選 林子鈺

47  胡適國小 王淵筑 三4 P 性別平等，從「你」「我」做起 入選 林佳宜 邱品昇

48  文林國小 孔衫棋 四忠 P 不要誤會我 入選 張榮芳

49  武功國小 林采緹 四2 P 在遠方的無敵鐵金剛MY DADDY 入選 蘇惠雯

50  景美國小 謝知豫 四4 P 人氣王 入選 林欣茹

指導老師

中年級:畫說生活  獲獎名單

臺北市109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生活小小事，談情感」徵件比賽

六頁

小書

四格

漫畫

得獎

序號

複審

成績

年級

班級
作品名稱學生姓名學校



1  中山國小 朱璽恩 六6 P 有話想對吃醋的朋友說 特優 葉韓萱

2  雙園國小 王綺蓁 六4 P 有話想對曾經一起生活的彤姊說 特優 李依茜

3  新湖國小 孫郁棠 五 P 有話對外公說─守護您到永遠 特優 陳尊傑

4  大安國小 張孜寧 六1 P 寫給勇於跳脫性別框架的媽媽 優選 陳立芸 許文馨

5  南門國小 張宸睿 六丙 P 有話對您說 優選 鍾雅如 吳佳綾

6 指南國小 劉思莛 六 P 致，八年好友一段真情流露的對白 優選 蘇霈 許朝鈞

7  修德國小 洪廷丞 六1 P 寫給埋首書山卷海的哥哥 優選 吳沄蓉

8  永建國小 徐愉晴 六仁 P 寫給科展同組的同學馨怡、文齡 優選 陳寶貴

9  桃源國小 陳湘穎 六 P 寫給〈兒子的大玩偶〉中的樹坤先生 優選 吳筱芳

10  五常國小 吳藺倢 六4 P 我和爸爸的大小事 佳作 曾秋婷 鄧振男

11  永樂國小 卓宜蓁 五3 P 有話對您說-寫給媽媽 佳作 鄒佩珍

12  南港國小 張佑宇 五3 P 有話對害羞壓抑的小旻說 佳作 林語柔 李文傑

13  興德國小 林子珍 五1 P 有話對老師說 佳作 陳羨石

14  興德國小 黃楷云 五1 P 有話對乍雨乍晴的媽媽說 佳作 陳羨石

15  博嘉實小 黃浩軒 五甲 P 寫給案例十裡的小禮～有話要對小禮說 佳作 楊佳佳 胡是君

16  立農國小 葉雋舜 六3 P 我有話想對花木蘭說 佳作 李妤慧

17  麗山國小 徐漢詠 六1 P 有話對你說 佳作 林庭均 黃佩芬

18 私立華興小學 施齊悅 六2 P 有話對小燈泡媽媽說 佳作 李珮瑜

19  吳興國小 馮道全 五3 P 寫給案例九的小瑞和小元 入選 吳惠祝

20  公館國小 李宥穎 五甲 P 親愛的媽媽 入選 陳明慧 許玉琳

21  長春國小 鄭云瑄 六6 P 給一直陪伴我的媽媽 入選 王晨

22  忠孝國小 趙均翰 五乙 P 我想對花木蘭說：不用嫁給王子，你就是最棒的公主 入選 趙紫伶

23  市大附小 陳祈蓉 六8 P 有話想對有口無心親愛的同學說 入選 楊文琪

24  東門國小 廖珮宇 五6 P 有話要對馬拉拉‧尤沙夫賽說 入選 徐翌庭

25  玉成國小 陳定弘 六4 P 一次真心的道歉 入選 林依蘋

26  芝山國小 賴知琪 六2 P 有話對你說 入選 樂平華

27  芝山國小 胡香來 六2 P 有話對妳說 入選 樂平華

28  富安國小 李欣穎 五甲 P 給芊芊的一封信 入選 曾雪英

29  陽明山國小 黃卉慈 六忠 P 有話對您說 入選 林淑嬉

30  福林國小 陳宥心 六1 P 看見隱藏版爸爸 入選 張雅惇

31  士林國小 沈湧智 五1 P 給小風同學的一封信 入選 蕭慈幸

32  立農國小 邱亮穎 六4 P 我有話想對花木蘭說 入選 楊淑芬

33  文林國小 吳亭萱 六忠 P 有話對媽媽說 入選 林妙炤

34  大屯國小 柯新一 五甲 P 寫給小美人魚的一封信 入選 高福明

35  大屯國小 施盈瑄 六甲 P 寫給白雪公主的一封信 入選 鍾維芳

36  興華國小 粘哲齊 六2 P 挫折～是場美好的回憶 入選 張靜燕 江秋蓉

37  永建國小 蘇勤文 六仁 P 寫給我的第一個好同學 入選 陳寶貴

38  景興國小 謝宜秀 五1 P 小琪 入選 蔡麗華

39 成德國小 林靖堯 六2 P 有話想對猶豫不決的小亭說 入選 陳美秀

40 萬大國小 余嘉恩 五5 P 寫給我最好的朋友楷婷 入選 江柔慧 李鳳英

41 指南國小 許涵恩 六 P 閨蜜與我酸甜苦辣的生活故事 入選 蘇霈 許朝鈞

42 福林國小 周劭峰 五1 P 有話想對我的好麻吉說 入選 郭佳欣 陳奕帆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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