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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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北1區-A00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2 104散-北1區-A00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3 104散-北1區-A00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4 104散-北1區-A00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和國小

5 104散-北1區-A00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6 104散-北1區-A00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7 104散-北1區-A00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8 104散-北1區-A00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9 104散-北1區-A01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10 104散-北1區-A01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北港國小

11 104散-北1區-A01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北港國小

12 104散-北1區-A01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福國小

13 104散-北1區-A022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慈文國小

14 104散-北1區-A023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慈文國小

15 104散-北1區-A02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芝國小

16 104散-北1區-A02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芝國小

17 104散-北1區-A02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武林國小

18 104散-北1區-A03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江翠國小

19 104散-北1區-A03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江翠國小

20 104散-北1區-A037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西園國小

21 104散-北1區-A038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西園國小

22 104散-北1區-A039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3 104散-北1區-A040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4 104散-北1區-A04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5 104散-北1區-A042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6 104散-北1區-A04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建安國小

27 104散-北1區-A044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附設國小

28 104散-北1區-A045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附設國小

29 104散-北1區-A047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附設國小

30 104散-北1區-A048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附設國小

31 104散-北1區-A049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小

32 104散-北1區-A051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小

33 104散-北1區-A053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小

34 104散-北1區-A056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德和國小

35 104散-北1區-A05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龍埔國小

36 104散-北1區-A061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尚仁國小

37 104散-北1區-A065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桃園國小

38 104散-北1區-A067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桃園國小

39 104散-北1區-A069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40 104散-北1區-A070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41 104散-北1區-A07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國語實小

42 104散-北1區-A07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國光國小

43 104散-北1區-A077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民生國小

44 104散-北1區-A078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山國小

45 104散-北1區-A08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育才國小

46 104散-北1區-A08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育才國小

47 104散-北1區-A08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育才國小

48 104散-北1區-A092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南門國小

49 104散-北1區-A09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南門國小

50 104散-北1區-A09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武林國小

51 104散-北1區-A105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文化國小

52 104散-北1區-A10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成州國小

53 104散-北1區-A10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成州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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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北1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4 104散-北1區-A11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重慶國小

55 104散-北1區-A11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重慶國小

56 104散-北1區-A11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7 104散-北1區-A12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8 104散-北1區-A12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59 104散-北1區-A12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麗林國小

60 104散-北1區-A12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武林國小

61 104散-北1區-A12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2 104散-北1區-A13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廣福國小

63 104散-北1區-A13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麗湖國小

64 104散-北1區-A13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5 104散-北1區-A13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6 104散-北1區-A13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復國小

67 104散-北1區-A14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68 104散-北1區-A14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69 104散-北1區-A14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海山國小

70 104散-北1區-A14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1 104散-北1區-A15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五華國小

72 104散-北1區-A16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平國小

73 104散-北1區-A16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永平國小

74 104散-北1區-A16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新莊國小

75 104散-北1區-A17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自強國小

76 104散-北1區-A17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麗山國小

77 104散-北1區-A17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潭國小

78 104散-北1區-A17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山國(中)小

79 104散-北1區-A18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山國(中)小

80 104散-北1區-A18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山國(中)小

81 104散-北1區-A182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康寧國小

82 104散-北1區-A18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青山國(中)小

83 104散-北1區-A185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康寧國小

84 104散-北1區-A190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仁愛國小

85 104散-北1區-A191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五堵國小

86 104散-北1區-A192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五堵國小

87 104散-北1區-A193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建德國小

88 104散-北1區-A196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建德國小

89 104散-北1區-A197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建德國小

90 104散-北1區-A198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石門國小

91 104散-北1區-A201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石門國小

92 104散-北1區-A204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景興國小

93 104散-北1區-A206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94 104散-北1區-A207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95 104散-北1區-A208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再興小學

96 104散-北1區-A209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靜心小學

97 104散-北1區-A21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靜心小學

98 104散-北1區-A215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私立有得國(中)小

99 104散-北1區-A21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直潭國小

100 104散-北1區-A21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及人國小

101 104散-北1區-A22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及人國小

102 104散-北1區-A22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私立及人國小

103 104散-北1區-A22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小

104 104散-北1區-A22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小

105 104散-北1區-A22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峽國小

106 104散-北1區-A23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107 104散-北1區-A23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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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北1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08 104散-北1區-A23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安和國小

109 104散-北1區-A235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10 104散-北1區-A236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11 104散-北1區-A237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12 104散-北1區-A24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13 104散-北1區-A242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14 104散-北1區-A24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15 104散-北1區-A24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厚德國小

116 104散-北1區-A25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厚德國小

117 104散-北1區-A25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厚德國小

118 104散-北1區-A25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厚德國小

119 104散-北1區-A25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汐止國小

120 104散-北1區-A260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1 104散-北1區-A26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南湖國小

122 104散-北1區-A263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南湖國小

123 104散-北1區-A264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南湖國小

124 104散-北1區-A26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萬里國小

125 104散-北1區-A26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秀朗國小

126 104散-北1區-A26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秀朗國小

127 104散-北1區-A27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28 104散-北1區-A27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29 104散-北1區-A27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埔墘國小

130 104散-北1區-A27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仁愛國小

131 104散-北1區-A278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青溪國小

132 104散-北1區-A28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仁愛國小

133 104散-北1區-A284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興華國小

134 104散-北1區-A285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義方國小

135 104散-北1區-A28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三峽國小

136 104散-北1區-A29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金美國小

137 104散-北1區-A296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138 104散-北1區-A299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五堵國小

139 104散-北1區-A305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莒光國小

140 104散-北1區-A30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莒光國小

141 104散-北1區-A309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華國小

142 104散-北1區-A31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光華國小

143 104散-北1區-A312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平國小

144 104散-北1區-A313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平國小

145 104散-北1區-A314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中平國小

146 104散-北1區-A31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網溪國小

147 104散-北1區-A32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48 104散-北1區-A321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49 104散-北1區-A322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50 104散-北1區-A32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板橋國小

151 104散-北1區-A327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桃子腳國(中)小

152 104散-北1區-A33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西松國小

153 104散-北1區-A343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聖心小學

154 104散-北1區-A344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市立信義國小

155 104散-北1區-A350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 私立聖心小學

156 104散-北1區-A351 國小中年級 臺北市 市立龍安國小

157 104散-北1區-A353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錦和國小

158 104散-北1區-A354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土城國小

159 104散-北1區-A360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桃子腳國(中)小

160 104散-北1區-A363 國小中年級 桃園市 市立新埔國小

161 104散-北1區-A366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八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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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04散-北1區-A368 國小中年級 新北市 市立八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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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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2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北2區-A002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南隘國小

2 104散-北2區-A003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3 104散-北2區-A004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4 104散-北2區-A005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5 104散-北2區-A007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門國小

6 104散-北2區-A008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頂埔國小

7 104散-北2區-A009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8 104散-北2區-A01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9 104散-北2區-A012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10 104散-北2區-A013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國國小

11 104散-北2區-A015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12 104散-北2區-A01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13 104散-北2區-A019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南湖國小

14 104散-北2區-A02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南湖國小

15 104散-北2區-A022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山佳國小

16 104散-北2區-A023 國小中年級 新竹縣 縣立十興國小

17 104散-北2區-A025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建功國小

18 104散-北2區-A027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19 104散-北2區-A029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20 104散-北2區-A031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北門國小

21 104散-北2區-A032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北門國小

22 104散-北2區-A035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北門國小

23 104散-北2區-A037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烏眉國小

24 104散-北2區-A03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竹興國小

25 104散-北2區-A04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竹興國小

26 104散-北2區-A045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頭份國小

27 104散-北2區-A046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南隘國小

28 104散-北2區-A047 國小中年級 新竹縣 縣立十興國小

29 104散-北2區-A04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30 104散-北2區-A05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31 104散-北2區-A052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32 104散-北2區-A053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33 104散-北2區-A054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34 104散-北2區-A055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僑成國小

35 104散-北2區-A056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36 104散-北2區-A057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37 104散-北2區-A05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38 104散-北2區-A059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39 104散-北2區-A06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40 104散-北2區-A062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41 104散-北2區-A064 國小中年級 新竹縣 縣立竹仁國小

42 104散-北2區-A065 國小中年級 新竹縣 縣立竹仁國小

43 104散-北2區-A067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44 104散-北2區-A068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西門國小

45 104散-北2區-A070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46 104散-北2區-A071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47 104散-北2區-A072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48 104散-北2區-A073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49 104散-北2區-A074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舊社國小

50 104散-北2區-A076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51 104散-北2區-A07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照南國小

52 104散-北2區-A081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53 104散-北2區-A083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54 104散-北2區-A084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55 104散-北2區-A085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56 104散-北2區-A086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公館國小

5/20

http://write.saylingwen.org.tw/s1_list.asp?Regions=北2區&iClass=散文&SubClass=國小中年級&thisOrder=1
http://write.saylingwen.org.tw/s1_list.asp?Regions=北2區&iClass=散文&SubClass=國小中年級&thisOrder=2


104北2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7 104散-北2區-A087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58 104散-北2區-A088 國小中年級 苗栗縣 縣立建中國小

59 104散-北2區-A089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60 104散-北2區-A090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61 104散-北2區-A091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62 104散-北2區-A092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63 104散-北2區-A093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64 104散-北2區-A096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園國小

65 104散-北2區-A097 國小中年級 新竹市 市立東園國小

66 104散-北2區-A098 國小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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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中區-A00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美群國小

2 104散-中區-A002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3 104散-中區-A00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僑仁國小

4 104散-中區-A00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泉國小

5 104散-中區-A00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泉國小

6 104散-中區-A00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甲區文昌國小

7 104散-中區-A01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甲區文昌國小

8 104散-中區-A01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津國小

9 104散-中區-A01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0 104散-中區-A01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1 104散-中區-A01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2 104散-中區-A01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3 104散-中區-A01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九德國小

14 104散-中區-A02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15 104散-中區-A02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16 104散-中區-A02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力行國小

17 104散-中區-A02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永春國小

18 104散-中區-A02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永春國小

19 104散-中區-A03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0 104散-中區-A03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1 104散-中區-A03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區和平國小

22 104散-中區-A03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井國小

23 104散-中區-A03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24 104散-中區-A04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25 104散-中區-A04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26 104散-中區-A04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27 104散-中區-A04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28 104散-中區-A04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內埔國小

29 104散-中區-A046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合興國小

30 104散-中區-A047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員林國小

31 104散-中區-A048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員林國小

32 104散-中區-A049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埔心國小

33 104散-中區-A05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34 104散-中區-A05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35 104散-中區-A05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36 104散-中區-A05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北屯國小

37 104散-中區-A055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新民國小

38 104散-中區-A05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美國小

39 104散-中區-A06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美國小

40 104散-中區-A06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美國小

41 104散-中區-A06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42 104散-中區-A06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43 104散-中區-A06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44 104散-中區-A06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仁愛國小

45 104散-中區-A06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46 104散-中區-A06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47 104散-中區-A06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48 104散-中區-A06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49 104散-中區-A07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育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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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中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0 104散-中區-A07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私立葳格高中附設國小

51 104散-中區-A07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樹義國小

52 104散-中區-A07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樹義國小

53 104散-中區-A074 國小中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54 104散-中區-A075 國小中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55 104散-中區-A076 國小中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56 104散-中區-A08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東寶國小

57 104散-中區-A08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社口國小

58 104散-中區-A08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社口國小

59 104散-中區-A08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社口國小

60 104散-中區-A08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61 104散-中區-A09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62 104散-中區-A09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港國小

63 104散-中區-A09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龍港國小

64 104散-中區-A09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重慶國小

65 104散-中區-A097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永光國小

66 104散-中區-A098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永光國小

67 104散-中區-A09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勇國小

68 104散-中區-A10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智國小

69 104散-中區-A10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智國小

70 104散-中區-A10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重慶國小

71 104散-中區-A112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東山國小

72 104散-中區-A113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東山國小

73 104散-中區-A114 國小中年級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74 104散-中區-A11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75 104散-中區-A11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76 104散-中區-A11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77 104散-中區-A11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78 104散-中區-A11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大同國小

79 104散-中區-A120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順天國小

80 104散-中區-A12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益民國小

81 104散-中區-A12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益民國小

82 104散-中區-A12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益民國小

83 104散-中區-A129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大成國小

84 104散-中區-A130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 縣立大成國小

85 104散-中區-A131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86 104散-中區-A132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87 104散-中區-A133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88 104散-中區-A134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89 104散-中區-A135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90 104散-中區-A136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吉峰國小

91 104散-中區-A137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吉峰國小

92 104散-中區-A138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吉峰國小

93 104散-中區-A139 國小中年級 臺中市 市立吉峰國小

94 104散-中區-A146 國小中年級 南投縣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95 104散-中區-A148 國小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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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南1區-A001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2 104散-南1區-A004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嘉國小

3 104散-南1區-A006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民族國小

4 104散-南1區-A00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民族國小

5 104散-南1區-A010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民族國小

6 104散-南1區-A011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7 104散-南1區-A012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8 104散-南1區-A015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9 104散-南1區-A019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興安國小

10 104散-南1區-A023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1 104散-南1區-A024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2 104散-南1區-A025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13 104散-南1區-A026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北辰國小

14 104散-南1區-A030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內埔國小

15 104散-南1區-A033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內埔國小

16 104散-南1區-A034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崇文國小

17 104散-南1區-A03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崇文國小

18 104散-南1區-A03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崇文國小

19 104散-南1區-A041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0 104散-南1區-A042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1 104散-南1區-A043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睦國小

22 104散-南1區-A046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23 104散-南1區-A04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24 104散-南1區-A04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林森國小

25 104散-南1區-A050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6 104散-南1區-A052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7 104散-南1區-A053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8 104散-南1區-A054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垂楊國小

29 104散-南1區-A055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竹崎國小

30 104散-南1區-A057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安慶國小

31 104散-南1區-A05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2 104散-南1區-A059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3 104散-南1區-A061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4 104散-南1區-A062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35 104散-南1區-A063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土庫國小

36 104散-南1區-A069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土庫國小

37 104散-南1區-A072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太保國小

38 104散-南1區-A075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39 104散-南1區-A07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40 104散-南1區-A07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41 104散-南1區-A079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博愛國小

42 104散-南1區-A083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43 104散-南1區-A085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44 104散-南1區-A087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45 104散-南1區-A092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好美國小

46 104散-南1區-A099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47 104散-南1區-A100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48 104散-南1區-A101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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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南1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49 104散-南1區-A102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雲林國小

50 104散-南1區-A10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嘉北國小

51 104散-南1區-A120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大東國小

52 104散-南1區-A122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大東國小

53 104散-南1區-A124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大東國小

54 104散-南1區-A125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梅山國小

55 104散-南1區-A12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56 104散-南1區-A12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57 104散-南1區-A134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碧潭國小

58 104散-南1區-A135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碧潭國小

59 104散-南1區-A13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僑平國小

60 104散-南1區-A140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僑平國小

61 104散-南1區-A142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62 104散-南1區-A143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斗六國小

63 104散-南1區-A144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虎尾國小

64 104散-南1區-A147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虎尾國小

65 104散-南1區-A152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安東國小

66 104散-南1區-A155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育人國小

67 104散-南1區-A15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育人國小

68 104散-南1區-A160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口湖國小

69 104散-南1區-A161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口湖國小

70 104散-南1區-A162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1 104散-南1區-A164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2 104散-南1區-A165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3 104散-南1區-A166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74 104散-南1區-A167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文雅國小

75 104散-南1區-A171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文雅國小

76 104散-南1區-A172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77 104散-南1區-A175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 縣立南陽國小

78 104散-南1區-A178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小

79 104散-南1區-A182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 縣立和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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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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南2區-A00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2 104散-南2區-A002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3 104散-南2區-A003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4 104散-南2區-A004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鳳山國小

5 104散-南2區-A00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南成國小

6 104散-南2區-A009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五溝國小

7 104散-南2區-A013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8 104散-南2區-A014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9 104散-南2區-A015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日新國小

10 104散-南2區-A01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東國小

11 104散-南2區-A017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小

12 104散-南2區-A018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13 104散-南2區-A019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14 104散-南2區-A020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15 104散-南2區-A02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16 104散-南2區-A022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瑞興國小

17 104散-南2區-A02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六龜國小

18 104散-南2區-A027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六龜國小

19 104散-南2區-A03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旗津國小

20 104散-南2區-A032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1 104散-南2區-A033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2 104散-南2區-A034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3 104散-南2區-A035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4 104散-南2區-A036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信義國小

25 104散-南2區-A038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美濃國小

26 104散-南2區-A039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美濃國小

27 104散-南2區-A040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美濃國小

28 104散-南2區-A042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公園國小

29 104散-南2區-A043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公園國小

30 104散-南2區-A04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福誠國小

31 104散-南2區-A04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小

32 104散-南2區-A047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和國小

33 104散-南2區-A048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和國小

34 104散-南2區-A049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和國小

35 104散-南2區-A050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文和國小

36 104散-南2區-A05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鎮昌國小

37 104散-南2區-A053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鎮昌國小

38 104散-南2區-A054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39 104散-南2區-A05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40 104散-南2區-A05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41 104散-南2區-A057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42 104散-南2區-A058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社皮國小

43 104散-南2區-A059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社皮國小

44 104散-南2區-A061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社皮國小

45 104散-南2區-A063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46 104散-南2區-A064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龍山國小

47 104散-南2區-A06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文華國小

48 104散-南2區-A070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崑山國小

49 104散-南2區-A071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崑山國小

50 104散-南2區-A072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崑山國小

51 104散-南2區-A073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橋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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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南2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2 104散-南2區-A07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橋頭國小

53 104散-南2區-A077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54 104散-南2區-A079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明誠高中附設國小

55 104散-南2區-A080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明誠高中附設國小

56 104散-南2區-A08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後勁國小

57 104散-南2區-A084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海佃國小

58 104散-南2區-A085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59 104散-南2區-A086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0 104散-南2區-A087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1 104散-南2區-A088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光華國小

62 104散-南2區-A09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誠正國小

63 104散-南2區-A092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誠正國小

64 104散-南2區-A093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65 104散-南2區-A094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誠正國小

66 104散-南2區-A096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67 104散-南2區-A098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博愛國小

68 104散-南2區-A099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博愛國小

69 104散-南2區-A100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0 104散-南2區-A10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1 104散-南2區-A102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2 104散-南2區-A103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3 104散-南2區-A104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小

74 104散-南2區-A10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明誠高中附設國小

75 104散-南2區-A10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燕巢國小

76 104散-南2區-A108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燕巢國小

77 104散-南2區-A109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燕巢國小

78 104散-南2區-A110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大實小

79 104散-南2區-A11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新光國小

80 104散-南2區-A112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延平國小

81 104散-南2區-A115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82 104散-南2區-A116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83 104散-南2區-A118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小

84 104散-南2區-A119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東興國小

85 104散-南2區-A120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佳里國小

86 104散-南2區-A121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新山國小

87 104散-南2區-A122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新山國小

88 104散-南2區-A124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新山國小

89 104散-南2區-A12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河濱國小

90 104散-南2區-A12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河濱國小

91 104散-南2區-A129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92 104散-南2區-A130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93 104散-南2區-A131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94 104散-南2區-A132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95 104散-南2區-A133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和平國小

96 104散-南2區-A134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鶴聲國小

97 104散-南2區-A135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附設國小

98 104散-南2區-A136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附設國小

99 104散-南2區-A137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附設國小

100 104散-南2區-A138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附設國小

101 104散-南2區-A141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 市立新甲國小

102 104散-南2區-A142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內埔國小

103 104散-南2區-A143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內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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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南2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04 104散-南2區-A144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內埔國小

105 104散-南2區-A145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內埔國小

106 104散-南2區-A146 國小中年級 屏東縣 縣立內埔國小

107 104散-南2區-A147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東陽國小

108 104散-南2區-A148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東陽國小

109 104散-南2區-A149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東陽國小

110 104散-南2區-A150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 市立善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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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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宜蘭區-A001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2 104散-宜蘭區-A00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3 104散-宜蘭區-A005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四結國小

4 104散-宜蘭區-A006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小

5 104散-宜蘭區-A007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學進國小

6 104散-宜蘭區-A009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公館國小

7 104散-宜蘭區-A01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8 104散-宜蘭區-A014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9 104散-宜蘭區-A015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10 104散-宜蘭區-A016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11 104散-宜蘭區-A017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小

12 104散-宜蘭區-A018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公正國小

13 104散-宜蘭區-A019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公正國小

14 104散-宜蘭區-A022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蘇澳國小

15 104散-宜蘭區-A02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蘇澳國小

16 104散-宜蘭區-A024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17 104散-宜蘭區-A025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礁溪國小

18 104散-宜蘭區-A027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古亭國小

19 104散-宜蘭區-A028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武淵國小

20 104散-宜蘭區-A029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武淵國小

21 104散-宜蘭區-A030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武淵國小

22 104散-宜蘭區-A032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23 104散-宜蘭區-A03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24 104散-宜蘭區-A034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25 104散-宜蘭區-A035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26 104散-宜蘭區-A036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27 104散-宜蘭區-A037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28 104散-宜蘭區-A038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29 104散-宜蘭區-A039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30 104散-宜蘭區-A040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北成國小

31 104散-宜蘭區-A041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32 104散-宜蘭區-A042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33 104散-宜蘭區-A04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34 104散-宜蘭區-A044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35 104散-宜蘭區-A045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黎明國小

36 104散-宜蘭區-A047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利澤國小

37 104散-宜蘭區-A048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南屏國小

38 104散-宜蘭區-A049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39 104散-宜蘭區-A051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40 104散-宜蘭區-A053 國小中年級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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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花蓮區-A00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鶴岡國小

2 104散-花蓮區-A00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鶴岡國小

3 104散-花蓮區-A00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鶴岡國小

4 104散-花蓮區-A00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玉里國小

5 104散-花蓮區-A007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玉里國小

6 104散-花蓮區-A01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信義國小

7 104散-花蓮區-A01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信義國小

8 104散-花蓮區-A01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信義國小

9 104散-花蓮區-A01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華國小

10 104散-花蓮區-A02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1 104散-花蓮區-A02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2 104散-花蓮區-A02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大榮國小

13 104散-花蓮區-A02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瑞穗國小

14 104散-花蓮區-A02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瑞穗國小

15 104散-花蓮區-A04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原國小

16 104散-花蓮區-A04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原國小

17 104散-花蓮區-A04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原國小

18 104散-花蓮區-A04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原國小

19 104散-花蓮區-A04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鑄強國小

20 104散-花蓮區-A049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鑄強國小

21 104散-花蓮區-A05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水源國小

22 104散-花蓮區-A05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水源國小

23 104散-花蓮區-A05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恥國小

24 104散-花蓮區-A06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高寮國小

25 104散-花蓮區-A067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銅門國小

26 104散-花蓮區-A07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三民國小

27 104散-花蓮區-A07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三民國小

28 104散-花蓮區-A07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光復國小

29 104散-花蓮區-A07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光復國小

30 104散-花蓮區-A08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卓清國小

31 104散-花蓮區-A08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32 104散-花蓮區-A08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33 104散-花蓮區-A08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義國小

34 104散-花蓮區-A09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鳳仁國小

35 104散-花蓮區-A10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36 104散-花蓮區-A10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37 104散-花蓮區-A10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38 104散-花蓮區-A109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小

39 104散-花蓮區-A11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埔國小

40 104散-花蓮區-A11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埔國小

41 104散-花蓮區-A11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埔國小

42 104散-花蓮區-A11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稻香國小

43 104散-花蓮區-A11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44 104散-花蓮區-A119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45 104散-花蓮區-A12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46 104散-花蓮區-A12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47 104散-花蓮區-A12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小

48 104散-花蓮區-A12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豐濱國小

49 104散-花蓮區-A13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廉國小

15/20



104花蓮區-散文-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50 104散-花蓮區-A13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明廉國小

51 104散-花蓮區-A13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學田國小

52 104散-花蓮區-A14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嘉里國小

53 104散-花蓮區-A14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文蘭國小

54 104散-花蓮區-A14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觀音國小

55 104散-花蓮區-A14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溪口國小

56 104散-花蓮區-A154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57 104散-花蓮區-A15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58 104散-花蓮區-A157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59 104散-花蓮區-A15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中正國小

60 104散-花蓮區-A162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永豐國小

61 104散-花蓮區-A17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宜昌國小

62 104散-花蓮區-A17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豐山國小

63 104散-花蓮區-A177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月眉國小

64 104散-花蓮區-A17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月眉國小

65 104散-花蓮區-A180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66 104散-花蓮區-A181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67 104散-花蓮區-A183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小

68 104散-花蓮區-A185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69 104散-花蓮區-A186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70 104散-花蓮區-A188 國小中年級 花蓮縣 縣立北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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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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台東區-A003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廣原國小

2 104散-台東區-A005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3 104散-台東區-A006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4 104散-台東區-A007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5 104散-台東區-A008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6 104散-台東區-A009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7 104散-台東區-A010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朗島國小

8 104散-台東區-A011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廣原國小

9 104散-台東區-A012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0 104散-台東區-A013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1 104散-台東區-A014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2 104散-台東區-A015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3 104散-台東區-A016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14 104散-台東區-A017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15 104散-台東區-A018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16 104散-台東區-A019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17 104散-台東區-A020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18 104散-台東區-A021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桃源國小

19 104散-台東區-A022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0 104散-台東區-A023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1 104散-台東區-A024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2 104散-台東區-A025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3 104散-台東區-A026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新生國小

24 104散-台東區-A027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三和國小

25 104散-台東區-A028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三和國小

26 104散-台東區-A029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三和國小

27 104散-台東區-A030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28 104散-台東區-A031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29 104散-台東區-A032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30 104散-台東區-A033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福原國小

31 104散-台東區-A034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美和國小

32 104散-台東區-A035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3 104散-台東區-A036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4 104散-台東區-A037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5 104散-台東區-A038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6 104散-台東區-A039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光明國小

37 104散-台東區-A040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38 104散-台東區-A041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39 104散-台東區-A042 國小中年級 臺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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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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澎湖區-A004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龍門國小

2 104散-澎湖區-A005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龍門國小

3 104散-澎湖區-A006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4 104散-澎湖區-A00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5 104散-澎湖區-A008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6 104散-澎湖區-A010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興國小

7 104散-澎湖區-A012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8 104散-澎湖區-A014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9 104散-澎湖區-A015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東衛國小

10 104散-澎湖區-A016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東衛國小

11 104散-澎湖區-A01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東衛國小

12 104散-澎湖區-A019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東衛國小

13 104散-澎湖區-A020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後寮國小

14 104散-澎湖區-A021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15 104散-澎湖區-A023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將軍國小

16 104散-澎湖區-A025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竹灣國小

17 104散-澎湖區-A026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竹灣國小

18 104散-澎湖區-A02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竹灣國小

19 104散-澎湖區-A029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光國小

20 104散-澎湖區-A033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合橫國小

21 104散-澎湖區-A039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2 104散-澎湖區-A040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石泉國小

23 104散-澎湖區-A042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風櫃國小

24 104散-澎湖區-A043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風櫃國小

25 104散-澎湖區-A044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文澳國小

26 104散-澎湖區-A045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外垵國小

27 104散-澎湖區-A04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大池國小

28 104散-澎湖區-A048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石泉國小

29 104散-澎湖區-A049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小

30 104散-澎湖區-A051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31 104散-澎湖區-A053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32 104散-澎湖區-A055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正國小

33 104散-澎湖區-A05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屯國小

34 104散-澎湖區-A058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屯國小

35 104散-澎湖區-A062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中山國小

36 104散-澎湖區-A063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赤崁國小

37 104散-澎湖區-A064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小

38 104散-澎湖區-A066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赤崁國小

39 104散-澎湖區-A067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赤崁國小

40 104散-澎湖區-A068 國小中年級 澎湖縣 縣立赤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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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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金門區-A001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2 104散-金門區-A003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安瀾國小

3 104散-金門區-A004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4 104散-金門區-A005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5 104散-金門區-A006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6 104散-金門區-A007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中正國小

7 104散-金門區-A019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上岐國小

8 104散-金門區-A020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上岐國小

9 104散-金門區-A021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上岐國小

10 104散-金門區-A023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上岐國小

11 104散-金門區-A024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12 104散-金門區-A025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13 104散-金門區-A026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14 104散-金門區-A027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15 104散-金門區-A028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16 104散-金門區-A032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柏村國小

17 104散-金門區-A039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寧國小

18 104散-金門區-A040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寧國小

19 104散-金門區-A041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寧國小

20 104散-金門區-A046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1 104散-金門區-A048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湖國小

22 104散-金門區-A049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古城國小

23 104散-金門區-A054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沙國小

24 104散-金門區-A061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金沙國小

25 104散-金門區-A074 國小中年級 金門縣 縣立賢庵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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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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入圍清冊

筆 作品編號 組別 縣市 學校名稱

1 104散-馬祖區-A002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敬恆國(中)小

2 104散-馬祖區-A003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敬恆國(中)小

3 104散-馬祖區-A004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敬恆國(中)小

4 104散-馬祖區-A006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東引國(中)小

5 104散-馬祖區-A011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6 104散-馬祖區-A012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7 104散-馬祖區-A013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8 104散-馬祖區-A014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9 104散-馬祖區-A015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0 104散-馬祖區-A016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1 104散-馬祖區-A018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介壽國(中)小

12 104散-馬祖區-A021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3 104散-馬祖區-A022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4 104散-馬祖區-A023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里國小

15 104散-馬祖區-A025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塘岐國小

16 104散-馬祖區-A027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17 104散-馬祖區-A028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18 104散-馬祖區-A029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19 104散-馬祖區-A030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20 104散-馬祖區-A031 國小中年級 連江縣 縣立仁愛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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