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愛護環境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幸安 林奕成 張立勳 

優等 
志清 李香緹 呂書佩 

幸安 林知妍 李靜雯 

佳作 

關渡 何曉茜 鍾仁鳳 

志清 陳苡彤 呂書佩 

士林 何真禎 鄭富美 

志清 謝凱行 呂書佩 

志清 蔣慧宣 呂書佩 

志清 黃凱莉 呂書佩 

松山 陳卲齊 林崇青 

志清 龐萱 呂書佩 

大直 張立人 張孟婷 

大直 吳旻頤 張孟婷 

高年級 

特優 南湖 姜心雅 陳虹妏 

優等 
金華 林宸希 張鳳如 

大安 高睿甫 李宜蓁 

佳作 

幸安 洪詮祐 鄧惠方 

大直 鄧晞喬 張世馨 

文化 王心妤 王梃霳 

士林 吳悅彤 黃鏡芸 

麗湖 林立穎 陳安妮 

文化 張喬嘉 王梃霳 

文化 陳以臻 曾煥偉 

大直 陳柏宇 張世馨 

大直 廖芸逸 陳妍蓉 

仁愛 陳妍芸 王品方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孝親尊長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南港 張天奇 張美郁 

優等 
士林 胡永菱 蕭慈辛 

古亭 賴美儒 劉香君 

佳作 

大橋 洪翊翔 賴菀玲 

松山 陳芓潔 林崇青 

永樂 蘇靖雯 陳怡君 

大直 鄧熙延 康銘媚 

南港 林可晟 張美玉 

志清 周庭安 呂書佩 

文化 王玟潔 李玨叡 

關渡 羅稚淇 許靖敏 

南港 王雅妍 張美郁 

古亭 蔡欣霓 劉香君 

高年級 

特優 實踐 蘇莞淳 陳一凱 

優等 
東門 周品汝 許麗蓉 

文化 梁鈞翔 王梃霳 

佳作 

光仁 林宣妤 羅文綺 

雨農 宋沄芹 陳兆敏 

文化 林曼鈺 曾煥偉 

文化 凌倢立 王梃霳 

光復 黃若予 黃佳華 

文化 游孟芸 王梃霳 

福德 洪馥廷 陳小莉 

文昌 李鈞庭 呂盈瑩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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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主動積極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文化 唐沅禧 李玨叡 

優等 
文化 蔡宇庭 李玨叡 

文化 劉子瑄 李玨叡 

佳作 

文化 陳柏璇 李玨叡 

古亭 李詠安 劉香君 

文化 鄭羽彤 李玨叡 

吳興 卓煒哲 無 

大直 陳妍希 康銘媚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光仁 蘇芸萱 羅文綺 

優等 
仁愛 陳妍芸 王品方 

古亭 蘇秀恩 劉香君 

佳作 

南門 謝詠晴 許育慧 

文化 林愛理 王梃霳 

永樂 歐陽蓁 陳怡君 

志清 黃筠恩 蔡文毓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光復 陳子軒 黃佳華 

大直 蔡家瑞 張世馨 

文化 邱家頎 曾煥偉 

文化 劉佩妤 曾煥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 公平正義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志清 路婷雯 林珊如 

優等 
文化 葉姵妤 李玨叡 

文化 俞芸萱 李玨叡 

佳作 

文化 郭子綺 李玨叡 

古亭 吳滿愛 劉香君 

文化 吳克珣 李玨叡 

文化 王詠正 李玨叡 

東門 涂思辰 何佩珊 

興華 林婕芯 陳育菁 

吳興 王德翔 何玫慧 

志清 陳安婕 呂書佩 

志清 鄭瑞祈 呂書佩 

南門 梅拓允 黃莉雯 

高年級 

特優 長安 朱妍熹 盧姵綺 

優等 
文化 蔡俐欣 曾煥偉 

仁愛 鄭浩謙 王品方 

佳作 

永樂 周麟禎 陳怡君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志清 林千晴 蔡文毓 

文化 陳湲芫 曾煥偉 

大直 李睿謙 張世馨 

仁愛 柯均懋 王品方 

仁愛 李宥穎 王品方 

文化 易家妤 王梃霳 

古亭 蘇予全 劉香君 

文化 梁耘榳 曾煥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 尊重生命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建安 孟善芸 陳璽元 

優等 
景興 張柔榆 吳憶禎 

松山 陳柔郼 林崇青 

佳作 

幸安 張璦榆 王品雯 

古亭 黃玥童 李珮瑜 

古亭 陳琦崴 劉香君 

大直 鄧熙延 康銘媚 

文化 趙子晴 李玨叡 

文化 林亞恩 李玨叡 

文化 陳學羿 李玨叡 

三玉 汪采函 洪絢虹 

文化 溫睿心 李玨叡 

士東 羅翊榛 簡淑真 

高年級 

特優 古亭 陳思彤 吳佳謀 

優等 
金華 楊甯喬 宋碧娟 

興華 馬妍蓁 陳育菁 

佳作 

士林 葉欣宜 黃鏡芸 

文化 何品璇 王梃霳 

光復 曹敬元 黃佳華 

文化 陳玠志 曾煥偉 

文化 金雨卉 王梃霳 

古亭 徐玄鴻 吳佳謀 

幸安 林靖程 劉子榕 

古亭 陳郁璇 劉香君 

仁愛 謝舒羽 詹凱如 

光仁 周宸妤 羅文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 謙虛有禮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吳興 張晏甄 何玫慧 

優等 
古亭 陳亮彤 劉香君 

從缺 

佳作 

東門 涂思辰 何佩珊 

文化 沈芯慈 李玨叡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大安 張孜寧 陳立芸 

優等 
文化 李璐 曾煥偉 

文化 陳詠宜 曾煥偉 

佳作 

光復 陳禹安 黃佳華 

南門 謝詠晴 許育慧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關渡 詹婉蓁 毛郁文 

從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 誠實信用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文化 何沐夏 李玨叡 

優等 
古亭 賴妍廷 劉香君 

古亭 劉泳虹 劉香君 

佳作 

大直 林可晨 康銘媚 

大直 蔡唯希 張孟婷 

大直 陳品融 康銘媚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文化 李坤晉 曾煥偉 

優等 
文化 杜德釜 王梃霳 

古亭 張詩媛 劉香君 

佳作 

仁愛 廖芷嫻 王品方 

南門 謝詠晴 許育慧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光復 高裕翔 黃佳華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仁愛 林芝蔓 詹凱如 

從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負責盡責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古亭 黃于瑄 李佩瑜 

優等 
仁愛 吳宗威 無 

志清 柯守珞 呂書佩 

佳作 

大直 郭馥慈 康銘媚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萬大 李易瓴 戴宏真 

優等 
建安 蔡佳恩 葉可唯 

志清 江承芬 呂書佩 

佳作 

南門 謝詠晴 許育慧 

大直 蔡家瑞 張世馨 

文化 吳宥榆 王梃霳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文化 紀甯 曾煥偉 

文化 盧品妘 曾煥偉 

葫蘆 陳怡寧 陳鈺凌 

福德 洪馥廷 林孟鋒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從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接納包容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文化 陳柔羽 李玨叡 

優等 
志清 周宏穎 呂書佩 

古亭 黃若藍 劉香君 

佳作 

文化 謝昀晏 李玨叡 

文化 賴禹蓁 賴禹蓁 

文化 陳羽彤 李玨叡 

文化 盧妍融 李玨叡 

博愛 季諾寧 無 

文化 王薏瑄 李玨叡 

志清 林卉妮 呂書佩 

文化 田昀珊 李玨叡 

志清 簡嘉妤 呂書佩 

金華 鄭鈞元 黃沐熙 

高年級 

特優 志清 林昱岑 蔡文毓 

優等 
大直 蘇奕帆 陳妍蓉 

士林 余姀蓁 黃鏡芸 

佳作 

文化 曹舒涵 王梃霳 

文化 梁韶恩 曾煥偉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雨農 游尹瑄 范欣茹 

東門 王毓淳 劉靜瑩 

光復 王璿凱 黃佳華 

文化 王瑋筠 曾煥偉 

從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賞識感恩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文化 黃歆雅 李玨叡 

優等 
古亭 林翊涵 劉香君 

仁愛 周子薰 邱榮榮 

佳作 

大直 李亭萱 康銘媚 

大直 李祐廷 康銘媚 

文化 李幸宜 李玨叡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東門 黃羿臣 劉靜瑩 

優等 
文化 李珈嫺 曾煥偉 

文化 吳宜娟 王梃霳 

佳作 

東門 林秉諺 劉靜瑩 

永樂 黃毓霏 陳怡君 

永樂 邱熏柔 陳怡君 

市大附小 陳子云 王怡文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文昌 郭語甯 呂盈瑩 

文化 翁于晴 曾煥偉 

從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關懷行善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古亭 黃若藍 劉香君 

優等 
雨農 沈書琳 謝佩芳 

古亭 賴妍廷 劉香君 

佳作 

志清 張靖昀 呂書佩 

東門 涂思辰 何佩珊 

大直 趙允寧 康銘媚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私立復興 翁睿鴻 曾惠琪 

優等 
東園 林芊宥 劉怡君 

幸安 吳禹柔 鄧惠方 

佳作 

文化 洪煜琁 曾煥偉 

文化 彭靖茹 曾煥偉 

古亭 鄭家佳 吳佳謀 

文化 崔安亞 曾煥偉 

文化 孫瑀 王梃霳 

志清 詹芯語 蔡文毓 

光仁 楊禾安 羅文綺 

大直 謝詠昕 蘇哲賢 

東門 張喬茵 劉靜瑩 

仁愛 張宇和 詹凱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團隊合作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大直 鄧熙延 康銘媚 

優等 
志清 張茵綺 呂書佩 

景興 張柔榆 吳憶禎 

佳作 

南港 呂至勛 張美郁 

志清 溫庭育 呂書佩 

志清 高雨緗 呂書佩 

文化 蘇俊與 李玨叡 

文化 陳政嘉 李玨叡 

幸安 孔維澤 李靜雯 

志清 施博瀚 呂書佩 

志清 陳盈孜 呂書佩 

文化 許睿承 李玨叡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文化 鄭其晏 王梃霳 

優等 
關渡 黃浩洋 毛郁雯 

大直 顏珮安 張世馨 

佳作 

文化 武成康 曾煥偉 

古亭 徐宇妍 劉香君 

民生 余峻安 王美玲 

東新 劉羽珊 林冠志 

光復 黃宇婕 黃佳華 

志清 謝凱丞 蔡文毓 

關渡 鄧楷兒 鍾曉雲 

光仁 陳楷棣 羅文綺 

古亭 劉品婕 劉香君 

關渡 林子嘉 魏俊淵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品德教育易起來─創意書籤徵選比賽得獎名單 

主題：自主自律 

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中年級 

特優 古亭 吳家樂 劉香君 

優等 
福星 張采涵 黃雅君 

士林 胡永菱 蕭慈辛 

佳作 

文化 蘇筠捷 李玨叡 

文化 林妮蓁 李玨叡 

志清 張佑祥 呂書佩 

文化 鄭甯心 李玨叡 

三民 劉恩嘉 劉佩華 

文化 陳伊汶 李玨叡 

文化 杜承叡 李玨叡 

文化 郭宇皓 李玨叡 

文化 張恩維 李玨叡 

從缺 

高年級 

特優 文化 李坤臻 王梃霳 

優等 
仁愛 蕭文怡 詹凱如 

光仁 高詩甯 羅文綺 

佳作 

關渡 黃邦宸 鍾曉雲 

南門 謝詠晴 許育慧 

志清 蘇宸莙 蔡文毓 

光復 李詩羽 黃佳華 

仁愛 陳靖宇 詹凱如 

關渡 安琳娜 黃艾菁 

仁愛 廖芷葶 王品方 

志清 詹庭安 蔡文毓 

仁愛 何昀修 王品方 

大直 陳姿穎 周毓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