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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公告 
  

一、創意台灣旅遊行銷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游○菱、朱○馨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陳○安、莊○蓉、許○瑜、楊○華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黃○甄、游○淳、陳○騏、紀○芯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羅○徽 吳○萱、王○貞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陳○禎、林○可、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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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字比賽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劉○欣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方○幼 

第二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黃謝○丞 

第二名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楊○勝 鄭○筠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張○閒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蔡○蓓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楊○欣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林○亭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陳○安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謝○怡 

第三名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林○卉 潘○蓁 

第三名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 
高級中學 丁○麗 鄭○姍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洪○茹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王○絜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許○傑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林○卉 朱○昕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王○瑄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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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王○華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王○慧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石○希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江○萱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江○儀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何○霖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余○慧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吳○穎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吳○芸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李○馠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林○娟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洪○涵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范○媗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張○翎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張○涵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粘○瑄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郭○汝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陳○宣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陳○澄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施○君 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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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高級中學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黃○群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萬○芸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葉○齡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廖○雯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賴○妤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戴○婷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魏○蓁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王○樺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王○賢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李○銓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汪○翔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阮○绮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周○霖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林○遠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林○婷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林○邵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姚○欣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洪○杉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胡○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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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唐○仲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陳○瑋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陳○廷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曾○傑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詹○凱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雷○穎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潘○岑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蔡○珈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鄭○銘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鄭○潞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毓 顧○瑄 

佳作優等獎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楊○勝 丁○薇 

佳作優等獎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楊○勝 鍾○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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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朗讀比賽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于○妍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蔡○璇 

第二名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楊○勝 廖○珊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蔡○莙 

第二名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楊○勝 鍾○汝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陳○錡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鄧○翎 麥○騏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張○之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林○儀 

第三名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羅○薇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徐○惠 陳○里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劉○彤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陳○安 

第三名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林○妘 郭○伶 

第三名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薛○元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林○霏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施○伶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呂○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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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鄧○翎 鄭○璇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詹○芸 

佳作優等獎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林○妘 楊○妤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陳○萱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楊○昀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黃○珮 

佳作優等獎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林○妘 蘇○蘋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許○瑄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魏○嫻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黃○茹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程○庭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查○懿 林○姝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鄧○翎 陳○妤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李○羲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范○愉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林○嘉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謝○子(井上○子) 王○萱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黃○鈞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田○卉 



2021 年全國校際日語創意行銷競賽 

8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許○暄 

佳作優等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施○君 黃○婷 

佳作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鄧○翎 葉○渝 

 

 

 

四、團體獎 

 

獎項 學  校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 
高級中學 

第二名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靜修 
高級中學 

第三名 臺中市私立慈明 
高級中學 

第三名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第三名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