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北1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北1區-B00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2 104散-北1區-B00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3 104散-北1區-B00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4 104散-北1區-B01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5 104散-北1區-B01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6 104散-北1區-B01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7 104散-北1區-B01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8 104散-北1區-B01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9 104散-北1區-B02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10 104散-北1區-B03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福國小

11 104散-北1區-B03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福國小

12 104散-北1區-B038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吳興國小

13 104散-北1區-B047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慈文國小

14 104散-北1區-B050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慈文國小

15 104散-北1區-B05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芝國小

16 104散-北1區-B05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龍埔國小

17 104散-北1區-B05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江翠國小

18 104散-北1區-B070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19 104散-北1區-B074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0 104散-北1區-B078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1 104散-北1區-B088 國小高年級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附設國小

22 104散-北1區-B094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小

23 104散-北1區-B10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龍埔國小

24 104散-北1區-B10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25 104散-北1區-B110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26 104散-北1區-B11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27 104散-北1區-B113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28 104散-北1區-B121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桃園國小

29 104散-北1區-B12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成州國小

30 104散-北1區-B12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萬福國小

31 104散-北1區-B135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民生國小

32 104散-北1區-B145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山國小

33 104散-北1區-B14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重陽國小

34 104散-北1區-B15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重陽國小

35 104散-北1區-B16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沙崙國小

36 104散-北1區-B17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昌隆國小

37 104散-北1區-B17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昌隆國小

38 104散-北1區-B17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義學國小

39 104散-北1區-B177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小

40 104散-北1區-B186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仁愛國小

41 104散-北1區-B18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和平國小

42 104散-北1區-B19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東門國小

43 104散-北1區-B19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樂利國小

44 104散-北1區-B19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樂利國小

45 104散-北1區-B19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樂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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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北1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6 104散-北1區-B19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樂利國小

47 104散-北1區-B198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文化國小

48 104散-北1區-B199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文化國小

49 104散-北1區-B209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龜山國小

50 104散-北1區-B23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北峰國小

51 104散-北1區-B24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2 104散-北1區-B24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3 104散-北1區-B24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4 104散-北1區-B24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5 104散-北1區-B24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6 104散-北1區-B24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7 104散-北1區-B24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8 104散-北1區-B25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59 104散-北1區-B25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0 104散-北1區-B259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麗湖國小

61 104散-北1區-B26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2 104散-北1區-B26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3 104散-北1區-B26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4 104散-北1區-B26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5 104散-北1區-B26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6 104散-北1區-B27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7 104散-北1區-B27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8 104散-北1區-B27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9 104散-北1區-B285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西園國小

70 104散-北1區-B28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海山國小

71 104散-北1區-B29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2 104散-北1區-B29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3 104散-北1區-B29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4 104散-北1區-B29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5 104散-北1區-B30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6 104散-北1區-B30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77 104散-北1區-B30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78 104散-北1區-B30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79 104散-北1區-B318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草漯國小

80 104散-北1區-B32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平國小

81 104散-北1區-B32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平國小

82 104散-北1區-B32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平國小

83 104散-北1區-B33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4 104散-北1區-B33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5 104散-北1區-B33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6 104散-北1區-B33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7 104散-北1區-B33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8 104散-北1區-B34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89 104散-北1區-B34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自強國小

90 104散-北1區-B34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自強國小

91 104散-北1區-B35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小

2/23



104北1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92 104散-北1區-B36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文化國小

93 104散-北1區-B36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後埔國小

94 104散-北1區-B36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後埔國小

95 104散-北1區-B39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康寧國小

96 104散-北1區-B392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康寧國小

97 104散-北1區-B398 國小高年級 基隆市 市立五堵國小

98 104散-北1區-B409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景興國小

99 104散-北1區-B410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景興國小

100 104散-北1區-B414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景興國小

101 104散-北1區-B415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靜心小學

102 104散-北1區-B420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石門國小

103 104散-北1區-B422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靜心小學

104 104散-北1區-B426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105 104散-北1區-B428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106 104散-北1區-B429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107 104散-北1區-B43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康橋高中附設國小

108 104散-北1區-B44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小

109 104散-北1區-B44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小

110 104散-北1區-B44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及人國小

111 104散-北1區-B45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私立及人國小

112 104散-北1區-B459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石門國小

113 104散-北1區-B46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峽國小

114 104散-北1區-B46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115 104散-北1區-B46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116 104散-北1區-B46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117 104散-北1區-B48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信義國小

118 104散-北1區-B482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19 104散-北1區-B483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20 104散-北1區-B484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21 104散-北1區-B486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22 104散-北1區-B48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3 104散-北1區-B490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24 104散-北1區-B491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25 104散-北1區-B492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6 104散-北1區-B494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7 104散-北1區-B49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8 104散-北1區-B500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9 104散-北1區-B51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厚德國小

130 104散-北1區-B52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雙城國小

131 104散-北1區-B52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雙城國小

132 104散-北1區-B52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興國小

133 104散-北1區-B53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興國小

134 104散-北1區-B542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秀朗國小

135 104散-北1區-B54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秀朗國小

136 104散-北1區-B548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137 104散-北1區-B55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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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104散-北1區-B55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北峰國小

139 104散-北1區-B55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40 104散-北1區-B56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41 104散-北1區-B56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42 104散-北1區-B56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43 104散-北1區-B56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44 104散-北1區-B566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興華國小

145 104散-北1區-B56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興華國小

146 104散-北1區-B578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仁愛國小

147 104散-北1區-B579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雨農國小

148 104散-北1區-B58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仁愛國小

149 104散-北1區-B587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信義國小

150 104散-北1區-B591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信義國小

151 104散-北1區-B592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152 104散-北1區-B596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153 104散-北1區-B602 國小高年級 臺北市 市立康寧國小

154 104散-北1區-B61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莒光國小

155 104散-北1區-B620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莒光國小

156 104散-北1區-B62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華國小

157 104散-北1區-B62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華國小

158 104散-北1區-B627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平國小

159 104散-北1區-B635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秀峰國小

160 104散-北1區-B64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1 104散-北1區-B644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2 104散-北1區-B646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3 104散-北1區-B647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4 104散-北1區-B64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5 104散-北1區-B65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66 104散-北1區-B661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大坪國小

167 104散-北1區-B670 國小高年級 基隆市 市立信義國小

168 104散-北1區-B679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觀音國小

169 104散-北1區-B68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桃子腳國(中)小

170 104散-北1區-B700 國小高年級 桃園市 市立新埔國小

171 104散-北1區-B713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八里國小

172 104散-北1區-B719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八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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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北2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北2區-B001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苑裡國小

2 104散-北2區-B002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科園國小

3 104散-北2區-B003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4 104散-北2區-B005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5 104散-北2區-B007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6 104散-北2區-B010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7 104散-北2區-B011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8 104散-北2區-B012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9 104散-北2區-B018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頂埔國小

10 104散-北2區-B019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陽光國小

11 104散-北2區-B024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陽光國小

12 104散-北2區-B025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雙溪國小

13 104散-北2區-B02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14 104散-北2區-B027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15 104散-北2區-B028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16 104散-北2區-B030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17 104散-北2區-B034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南湖國小

18 104散-北2區-B03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19 104散-北2區-B037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0 104散-北2區-B038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1 104散-北2區-B03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2 104散-北2區-B040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3 104散-北2區-B041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4 104散-北2區-B042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5 104散-北2區-B043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6 104散-北2區-B044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27 104散-北2區-B045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28 104散-北2區-B04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29 104散-北2區-B047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30 104散-北2區-B04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31 104散-北2區-B051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32 104散-北2區-B052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33 104散-北2區-B053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34 104散-北2區-B05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蟠桃國小

35 104散-北2區-B063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蟠桃國小

36 104散-北2區-B070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蟠桃國小

37 104散-北2區-B073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私立康乃薾國(中)小

38 104散-北2區-B074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39 104散-北2區-B077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40 104散-北2區-B087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雙溪國小

41 104散-北2區-B091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42 104散-北2區-B092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43 104散-北2區-B093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44 104散-北2區-B108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45 104散-北2區-B10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46 104散-北2區-B11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47 104散-北2區-B122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信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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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北2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8 104散-北2區-B124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49 104散-北2區-B12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苑裡國小

50 104散-北2區-B130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苑裡國小

51 104散-北2區-B134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52 104散-北2區-B138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53 104散-北2區-B13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54 104散-北2區-B141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55 104散-北2區-B142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56 104散-北2區-B143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57 104散-北2區-B144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58 104散-北2區-B148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竹仁國小

59 104散-北2區-B150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竹仁國小

60 104散-北2區-B158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61 104散-北2區-B162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62 104散-北2區-B163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63 104散-北2區-B166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64 104散-北2區-B168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65 104散-北2區-B169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66 104散-北2區-B172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67 104散-北2區-B17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68 104散-北2區-B178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舊社國小

69 104散-北2區-B179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70 104散-北2區-B182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71 104散-北2區-B184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72 104散-北2區-B186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73 104散-北2區-B187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74 104散-北2區-B190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75 104散-北2區-B191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76 104散-北2區-B193 國小高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77 104散-北2區-B201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舊社國小

78 104散-北2區-B206 國小高年級 新竹縣 縣立二重國小

79 104散-北2區-B207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新竹國小

80 104散-北2區-B215 國小高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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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中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中區-B00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中山國小

2 104散-中區-B002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3 104散-中區-B00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泉國小

4 104散-中區-B006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明正國小

5 104散-中區-B00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建國國小

6 104散-中區-B01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甲區文昌國小

7 104散-中區-B01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甲區文昌國小

8 104散-中區-B01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甲區文昌國小

9 104散-中區-B02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津國小

10 104散-中區-B02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津國小

11 104散-中區-B02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2 104散-中區-B02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3 104散-中區-B02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4 104散-中區-B02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5 104散-中區-B029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北斗國小

16 104散-中區-B030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北斗國小

17 104散-中區-B03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18 104散-中區-B03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19 104散-中區-B03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忠孝國小

20 104散-中區-B03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忠孝國小

21 104散-中區-B04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22 104散-中區-B05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23 104散-中區-B05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4 104散-中區-B05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5 104散-中區-B05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6 104散-中區-B05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7 104散-中區-B05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8 104散-中區-B06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西屯區永安國小

29 104散-中區-B06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30 104散-中區-B06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31 104散-中區-B07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32 104散-中區-B07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33 104散-中區-B07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34 104散-中區-B07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35 104散-中區-B08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36 104散-中區-B08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37 104散-中區-B09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38 104散-中區-B09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39 104散-中區-B09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草湖國小

40 104散-中區-B09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草湖國小

41 104散-中區-B10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草湖國小

42 104散-中區-B106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員林國小

43 104散-中區-B10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44 104散-中區-B10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45 104散-中區-B10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46 104散-中區-B11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47 104散-中區-B112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泰和國小

48 104散-中區-B113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49 104散-中區-B114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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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中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0 104散-中區-B115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51 104散-中區-B11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勢國小

52 104散-中區-B126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新民國小

53 104散-中區-B128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南國小

54 104散-中區-B129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新民國小

55 104散-中區-B130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南國小

56 104散-中區-B13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57 104散-中區-B13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58 104散-中區-B14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59 104散-中區-B14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60 104散-中區-B14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美國小

61 104散-中區-B14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美國小

62 104散-中區-B14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63 104散-中區-B15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64 104散-中區-B15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65 104散-中區-B15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66 104散-中區-B15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67 104散-中區-B155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新港國小

68 104散-中區-B15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樹義國小

69 104散-中區-B157 國小高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70 104散-中區-B158 國小高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71 104散-中區-B15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賴厝國小

72 104散-中區-B16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區成功國小

73 104散-中區-B16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區成功國小

74 104散-中區-B16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區成功國小

75 104散-中區-B16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區成功國小

76 104散-中區-B16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區成功國小

77 104散-中區-B16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寶國小

78 104散-中區-B17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寶國小

79 104散-中區-B18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社口國小

80 104散-中區-B18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社口國小

81 104散-中區-B188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82 104散-中區-B20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瑞穗國小

83 104散-中區-B20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重慶國小

84 104散-中區-B20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瑞穗國小

85 104散-中區-B20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瑞穗國小

86 104散-中區-B206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和美國小

87 104散-中區-B20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勇國小

88 104散-中區-B21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重慶國小

89 104散-中區-B235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90 104散-中區-B241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91 104散-中區-B24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順天國小

92 104散-中區-B246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崇光國小

93 104散-中區-B24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崇光國小

94 104散-中區-B24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崇光國小

95 104散-中區-B258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96 104散-中區-B279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益民國小

97 104散-中區-B281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南國小

98 104散-中區-B28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99 104散-中區-B283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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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中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00 104散-中區-B284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101 104散-中區-B287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102 104散-中區-B288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私立東大附中附設國小

103 104散-中區-B292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私立東大附中附設國小

104 104散-中區-B300 國小高年級 臺中市 市立美群國小

105 104散-中區-B327 國小高年級 南投縣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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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南1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南1區-B00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2 104散-南1區-B002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3 104散-南1區-B004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4 104散-南1區-B005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5 104散-南1區-B014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民族國小

6 104散-南1區-B01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7 104散-南1區-B018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8 104散-南1區-B02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9 104散-南1區-B023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10 104散-南1區-B02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安國小

11 104散-南1區-B03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安國小

12 104散-南1區-B03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3 104散-南1區-B04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4 104散-南1區-B042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5 104散-南1區-B047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北辰國小

16 104散-南1區-B04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十字國小

17 104散-南1區-B054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內埔國小

18 104散-南1區-B056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崇文國小

19 104散-南1區-B06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崇文國小

20 104散-南1區-B06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1 104散-南1區-B07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民族國小

22 104散-南1區-B075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3 104散-南1區-B07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排路國小

24 104散-南1區-B080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排路國小

25 104散-南1區-B084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6 104散-南1區-B088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7 104散-南1區-B092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28 104散-南1區-B094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29 104散-南1區-B096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0 104散-南1區-B09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1 104散-南1區-B103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太保國小

32 104散-南1區-B105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太保國小

33 104散-南1區-B113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34 104散-南1區-B11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35 104散-南1區-B12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36 104散-南1區-B129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37 104散-南1區-B130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38 104散-南1區-B133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土庫國小

39 104散-南1區-B138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土庫國小

40 104散-南1區-B144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立仁國小

41 104散-南1區-B15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北園國小

42 104散-南1區-B15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北園國小

43 104散-南1區-B153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44 104散-南1區-B158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45 104散-南1區-B163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46 104散-南1區-B164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安慶國小

47 104散-南1區-B166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安慶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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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南1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8 104散-南1區-B168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49 104散-南1區-B17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嘉北國小

50 104散-南1區-B175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51 104散-南1區-B179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52 104散-南1區-B18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朴子國小

53 104散-南1區-B190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梅山國小

54 104散-南1區-B192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大東國小

55 104散-南1區-B19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碧潭國小

56 104散-南1區-B206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57 104散-南1區-B21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58 104散-南1區-B213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僑平國小

59 104散-南1區-B219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60 104散-南1區-B222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僑平國小

61 104散-南1區-B226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公誠國小

62 104散-南1區-B230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虎尾國小

63 104散-南1區-B237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南新國小

64 104散-南1區-B241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鹿草國小

65 104散-南1區-B25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66 104散-南1區-B251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67 104散-南1區-B25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68 104散-南1區-B260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安東國小

69 104散-南1區-B263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安東國小

70 104散-南1區-B268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口湖國小

71 104散-南1區-B273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72 104散-南1區-B279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安東國小

73 104散-南1區-B28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74 104散-南1區-B286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5 104散-南1區-B287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6 104散-南1區-B288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7 104散-南1區-B289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8 104散-南1區-B29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9 104散-南1區-B292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80 104散-南1區-B294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81 104散-南1區-B296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82 104散-南1區-B298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83 104散-南1區-B300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84 104散-南1區-B301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85 104散-南1區-B303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梅北國小

86 104散-南1區-B306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梅北國小

87 104散-南1區-B308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 縣立立仁國小

88 104散-南1區-B310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小

89 104散-南1區-B312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小

90 104散-南1區-B318 國小高年級 嘉義市 市立文雅國小

91 104散-南1區-B321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 縣立柳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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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南2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南2區-B004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林邊國小

2 104散-南2區-B005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3 104散-南2區-B006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4 104散-南2區-B012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5 104散-南2區-B013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6 104散-南2區-B015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新庄國小

7 104散-南2區-B018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新庄國小

8 104散-南2區-B021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林邊國小

9 104散-南2區-B023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林邊國小

10 104散-南2區-B024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黎明國小

11 104散-南2區-B029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北門國小

12 104散-南2區-B030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旗津國小

13 104散-南2區-B032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五溝國小

14 104散-南2區-B041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15 104散-南2區-B042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16 104散-南2區-B043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17 104散-南2區-B049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18 104散-南2區-B050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19 104散-南2區-B051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20 104散-南2區-B052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21 104散-南2區-B054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22 104散-南2區-B057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六龜國小

23 104散-南2區-B058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六龜國小

24 104散-南2區-B065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25 104散-南2區-B075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6 104散-南2區-B077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7 104散-南2區-B079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8 104散-南2區-B080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9 104散-南2區-B081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30 104散-南2區-B083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美濃國小

31 104散-南2區-B095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和國小

32 104散-南2區-B097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鎮昌國小

33 104散-南2區-B102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34 104散-南2區-B103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35 104散-南2區-B104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36 104散-南2區-B106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山國小

37 104散-南2區-B120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38 104散-南2區-B128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社皮國小

39 104散-南2區-B129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社皮國小

40 104散-南2區-B131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41 104散-南2區-B132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裕文國小

42 104散-南2區-B133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43 104散-南2區-B135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仁愛國小

44 104散-南2區-B140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文華國小

45 104散-南2區-B141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文華國小

46 104散-南2區-B145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文華國小

47 104散-南2區-B146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民生國小

48 104散-南2區-B147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民生國小

49 104散-南2區-B148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民生國小

50 104散-南2區-B149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民生國小

51 104散-南2區-B150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民生國小

12/23



104南2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2 104散-南2區-B157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誠正國小

53 104散-南2區-B160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崑山國小

54 104散-南2區-B161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崑山國小

55 104散-南2區-B173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橋頭國小

56 104散-南2區-B180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57 104散-南2區-B184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左營國小

58 104散-南2區-B187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左營國小

59 104散-南2區-B188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左營國小

60 104散-南2區-B189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左營國小

61 104散-南2區-B201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私立明誠高中附設國小

62 104散-南2區-B203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小

63 104散-南2區-B206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4 104散-南2區-B209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5 104散-南2區-B212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6 104散-南2區-B216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67 104散-南2區-B221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68 104散-南2區-B222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69 104散-南2區-B223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0 104散-南2區-B224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1 104散-南2區-B248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燕巢國小

72 104散-南2區-B249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73 104散-南2區-B257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74 104散-南2區-B262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5 104散-南2區-B268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 市立佳里國小

76 104散-南2區-B291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77 104散-南2區-B295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78 104散-南2區-B296 國小高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79 104散-南2區-B312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附設國小

80 104散-南2區-B316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新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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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宜蘭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宜蘭區-B001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2 104散-宜蘭區-B00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3 104散-宜蘭區-B00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4 104散-宜蘭區-B007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5 104散-宜蘭區-B008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6 104散-宜蘭區-B009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7 104散-宜蘭區-B01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8 104散-宜蘭區-B013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9 104散-宜蘭區-B018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0 104散-宜蘭區-B02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1 104散-宜蘭區-B02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2 104散-宜蘭區-B02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3 104散-宜蘭區-B025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4 104散-宜蘭區-B026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小

15 104散-宜蘭區-B027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學進國小

16 104散-宜蘭區-B029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學進國小

17 104散-宜蘭區-B03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學進國小

18 104散-宜蘭區-B03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學進國小

19 104散-宜蘭區-B039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公館國小

20 104散-宜蘭區-B04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大隱國小

21 104散-宜蘭區-B043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大隱國小

22 104散-宜蘭區-B046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利澤國小

23 104散-宜蘭區-B05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武淵國小

24 104散-宜蘭區-B05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25 104散-宜蘭區-B053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萬富國小

26 104散-宜蘭區-B05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大湖國小

27 104散-宜蘭區-B057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古亭國小

28 104散-宜蘭區-B058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古亭國小

29 104散-宜蘭區-B059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古亭國小

30 104散-宜蘭區-B061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31 104散-宜蘭區-B06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32 104散-宜蘭區-B06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33 104散-宜蘭區-B066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34 104散-宜蘭區-B068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35 104散-宜蘭區-B07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36 104散-宜蘭區-B07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37 104散-宜蘭區-B073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38 104散-宜蘭區-B08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39 104散-宜蘭區-B081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40 104散-宜蘭區-B08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新南國小

41 104散-宜蘭區-B085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42 104散-宜蘭區-B089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43 104散-宜蘭區-B09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44 104散-宜蘭區-B09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45 104散-宜蘭區-B094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46 104散-宜蘭區-B098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大湖國小

47 104散-宜蘭區-B100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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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宜蘭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8 104散-宜蘭區-B102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49 104散-宜蘭區-B105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50 104散-宜蘭區-B106 國小高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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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花蓮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花蓮區-B00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玉里國小

2 104散-花蓮區-B008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玉里國小

3 104散-花蓮區-B00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玉里國小

4 104散-花蓮區-B01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林國小

5 104散-花蓮區-B01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信義國小

6 104散-花蓮區-B01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林國小

7 104散-花蓮區-B01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林國小

8 104散-花蓮區-B01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林國小

9 104散-花蓮區-B02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林國小

10 104散-花蓮區-B02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華國小

11 104散-花蓮區-B02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華國小

12 104散-花蓮區-B02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華國小

13 104散-花蓮區-B02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4 104散-花蓮區-B03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5 104散-花蓮區-B03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6 104散-花蓮區-B03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7 104散-花蓮區-B03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萬寧國小

18 104散-花蓮區-B03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萬寧國小

19 104散-花蓮區-B04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靜浦國小

20 104散-花蓮區-B04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鶴岡國小

21 104散-花蓮區-B04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鶴岡國小

22 104散-花蓮區-B05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太昌國小

23 104散-花蓮區-B05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太昌國小

24 104散-花蓮區-B05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溪口國小

25 104散-花蓮區-B06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瑞穗國小

26 104散-花蓮區-B06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瑞穗國小

27 104散-花蓮區-B07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水源國小

28 104散-花蓮區-B08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銅門國小

29 104散-花蓮區-B08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銅門國小

30 104散-花蓮區-B08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觀音國小

31 104散-花蓮區-B08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東竹國小

32 104散-花蓮區-B09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東竹國小

33 104散-花蓮區-B09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光復國小

34 104散-花蓮區-B09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光復國小

35 104散-花蓮區-B098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光復國小

36 104散-花蓮區-B10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馬遠國小

37 104散-花蓮區-B11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仁國小

38 104散-花蓮區-B11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仁國小

39 104散-花蓮區-B11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40 104散-花蓮區-B11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41 104散-花蓮區-B11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42 104散-花蓮區-B11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43 104散-花蓮區-B12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44 104散-花蓮區-B13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恥國小

45 104散-花蓮區-B138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恥國小

46 104散-花蓮區-B13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恥國小

47 104散-花蓮區-B14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48 104散-花蓮區-B14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49 104散-花蓮區-B14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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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花蓮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0 104散-花蓮區-B148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51 104散-花蓮區-B14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52 104散-花蓮區-B15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53 104散-花蓮區-B15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埔國小

54 104散-花蓮區-B15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埔國小

55 104散-花蓮區-B16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56 104散-花蓮區-B16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57 104散-花蓮區-B16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58 104散-花蓮區-B16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59 104散-花蓮區-B16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60 104散-花蓮區-B168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1 104散-花蓮區-B16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2 104散-花蓮區-B17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3 104散-花蓮區-B17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4 104散-花蓮區-B17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5 104散-花蓮區-B17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6 104散-花蓮區-B17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67 104散-花蓮區-B18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忠孝國小

68 104散-花蓮區-B19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忠孝國小

69 104散-花蓮區-B20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廉國小

70 104散-花蓮區-B20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學田國小

71 104散-花蓮區-B20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學田國小

72 104散-花蓮區-B21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文蘭國小

73 104散-花蓮區-B21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西富國小

74 104散-花蓮區-B227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75 104散-花蓮區-B23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76 104散-花蓮區-B23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77 104散-花蓮區-B23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78 104散-花蓮區-B24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宜昌國小

79 104散-花蓮區-B26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豐山國小

80 104散-花蓮區-B270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81 104散-花蓮區-B27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瑞北國小

82 104散-花蓮區-B28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復興國小

83 104散-花蓮區-B28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復興國小

84 104散-花蓮區-B29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85 104散-花蓮區-B29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86 104散-花蓮區-B29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87 104散-花蓮區-B29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88 104散-花蓮區-B299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89 104散-花蓮區-B301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90 104散-花蓮區-B30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91 104散-花蓮區-B305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92 104散-花蓮區-B306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93 104散-花蓮區-B312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禮國小

94 104散-花蓮區-B313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禮國小

95 104散-花蓮區-B314 國小高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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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台東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台東區-B00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榮國小

2 104散-台東區-B00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榮國小

3 104散-台東區-B00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4 104散-台東區-B00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5 104散-台東區-B010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6 104散-台東區-B011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7 104散-台東區-B01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8 104散-台東區-B01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9 104散-台東區-B014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廣原國小

10 104散-台東區-B016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美和國小

11 104散-台東區-B01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朗島國小

12 104散-台東區-B018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朗島國小

13 104散-台東區-B021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利嘉國小

14 104散-台東區-B02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5 104散-台東區-B02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6 104散-台東區-B029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7 104散-台東區-B030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8 104散-台東區-B031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9 104散-台東區-B03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美和國小

20 104散-台東區-B03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源國小

21 104散-台東區-B034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源國小

22 104散-台東區-B03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源國小

23 104散-台東區-B036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豐源國小

24 104散-台東區-B03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仁愛國小

25 104散-台東區-B038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仁愛國小

26 104散-台東區-B040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7 104散-台東區-B04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8 104散-台東區-B04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9 104散-台東區-B044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30 104散-台東區-B04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31 104散-台東區-B048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32 104散-台東區-B05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3 104散-台東區-B054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4 104散-台東區-B056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5 104散-台東區-B05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6 104散-台東區-B059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37 104散-台東區-B060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38 104散-台東區-B06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39 104散-台東區-B06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40 104散-台東區-B064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41 104散-台東區-B066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42 104散-台東區-B067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43 104散-台東區-B068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44 104散-台東區-B069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45 104散-台東區-B070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46 104散-台東區-B071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47 104散-台東區-B07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48 104散-台東區-B07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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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台東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9 104散-台東區-B07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50 104散-台東區-B078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51 104散-台東區-B079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52 104散-台東區-B081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53 104散-台東區-B082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54 104散-台東區-B083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55 104散-台東區-B085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賓茂國小

56 104散-台東區-B086 國小高年級 臺東縣 縣立賓茂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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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澎湖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澎湖區-B00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龍門國小

2 104散-澎湖區-B004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龍門國小

3 104散-澎湖區-B00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4 104散-澎湖區-B006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5 104散-澎湖區-B007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6 104散-澎湖區-B008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7 104散-澎湖區-B009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8 104散-澎湖區-B011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9 104散-澎湖區-B01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10 104散-澎湖區-B01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11 104散-澎湖區-B014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12 104散-澎湖區-B01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3 104散-澎湖區-B016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4 104散-澎湖區-B017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5 104散-澎湖區-B018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6 104散-澎湖區-B019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7 104散-澎湖區-B02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8 104散-澎湖區-B021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9 104散-澎湖區-B03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東衛國小

20 104散-澎湖區-B03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虎井國小

21 104散-澎湖區-B034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22 104散-澎湖區-B04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光國小

23 104散-澎湖區-B047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光國小

24 104散-澎湖區-B051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時裡國小

25 104散-澎湖區-B054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6 104散-澎湖區-B05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7 104散-澎湖區-B059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8 104散-澎湖區-B06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9 104散-澎湖區-B06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石泉國小

30 104散-澎湖區-B06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石泉國小

31 104散-澎湖區-B06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風櫃國小

32 104散-澎湖區-B07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港子國小

33 104散-澎湖區-B074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34 104散-澎湖區-B076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35 104散-澎湖區-B078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外垵國小

36 104散-澎湖區-B08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外垵國小

37 104散-澎湖區-B081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山水國小

38 104散-澎湖區-B08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山水國小

39 104散-澎湖區-B08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山水國小

40 104散-澎湖區-B087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大池國小

41 104散-澎湖區-B09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42 104散-澎湖區-B091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屯國小

43 104散-澎湖區-B09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屯國小

44 104散-澎湖區-B095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屯國小

45 104散-澎湖區-B096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山國小

46 104散-澎湖區-B098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山國小

47 104散-澎湖區-B100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赤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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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澎湖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8 104散-澎湖區-B102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五德國小

49 104散-澎湖區-B103 國小高年級 澎湖縣 縣立五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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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金門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金門區-B00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2 104散-金門區-B00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3 104散-金門區-B004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4 104散-金門區-B005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5 104散-金門區-B008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柏村國小

6 104散-金門區-B009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柏村國小

7 104散-金門區-B02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8 104散-金門區-B025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9 104散-金門區-B027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0 104散-金門區-B028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1 104散-金門區-B029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2 104散-金門區-B030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3 104散-金門區-B03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4 104散-金門區-B032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15 104散-金門區-B039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何浦國小

16 104散-金門區-B040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何浦國小

17 104散-金門區-B04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何浦國小

18 104散-金門區-B042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何浦國小

19 104散-金門區-B045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上岐國小

20 104散-金門區-B047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21 104散-金門區-B05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22 104散-金門區-B067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3 104散-金門區-B068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4 104散-金門區-B069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5 104散-金門區-B070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6 104散-金門區-B07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7 104散-金門區-B07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8 104散-金門區-B075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9 104散-金門區-B076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30 104散-金門區-B080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城國小

31 104散-金門區-B086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卓環國小

32 104散-金門區-B102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33 104散-金門區-B10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34 104散-金門區-B113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寧國小

35 104散-金門區-B118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36 104散-金門區-B12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37 104散-金門區-B122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38 104散-金門區-B127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沙國小

39 104散-金門區-B131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沙國小

40 104散-金門區-B132 國小高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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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4年中小學作文比賽

104馬祖區-散文-國小高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馬祖區-B001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2 104散-馬祖區-B005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3 104散-馬祖區-B007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4 104散-馬祖區-B008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敬恆國(中)小

5 104散-馬祖區-B009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敬恆國(中)小

6 104散-馬祖區-B010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東引國(中)小

7 104散-馬祖區-B013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東引國(中)小

8 104散-馬祖區-B015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9 104散-馬祖區-B018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10 104散-馬祖區-B020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1 104散-馬祖區-B024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2 104散-馬祖區-B025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3 104散-馬祖區-B026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4 104散-馬祖區-B027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5 104散-馬祖區-B029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6 104散-馬祖區-B030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7 104散-馬祖區-B032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8 104散-馬祖區-B034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9 104散-馬祖區-B035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20 104散-馬祖區-B038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21 104散-馬祖區-B040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22 104散-馬祖區-B041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23 104散-馬祖區-B042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24 104散-馬祖區-B044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25 104散-馬祖區-B045 國小高年級 連江縣 縣立中正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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