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頭獎 (1 名)：數位教材一套 廣興 林○益 

貳獎 (1 名)：筆記型電腦一台 文開國小附幼 施○妤 

聖心 廖○瑩 
叁獎 (2 名)：7 吋平板電腦一台 

新象 謝○翰 

 

普獎：精美文具組 (300 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1 煉油廠 陳○庭  101 小星星 鄭○紘  201 福懋 陳○瑄 
2 煉油廠 林○澄  102 小星星 林○洋  202   李○睿 
3 復興 林○廷  103 小星星 黃○辰  203 民生國小 張○庭 
4   黃○涵  104 小星星 謝○澤  204 煉油廠 田○靚 
5 復興 李○紜  105 小星星 林○彤  205 瑞光國小 劉○妗 
6 屏東大學附小 徐○瑄  106 童心園 林○哲  206 聖心 林○凱 
7 鹿港鎮立 黃○諭  107 鹿港鎮立 王○鈞  207   郭○慈 
8 民富國小 林○希  108 高雄史丹彿 呂○耘  208 安迪生 楊○勛 

9 勝利國小 劉○葳  109 高雄史丹彿 蔣○軒  209 大里丹尼爾 李○珈 

10 乖寶貝 曾○媚  110 海豐國小附幼 許○源  210 民生國小 陳○佑 

11 龍井國小 周○琪  111 文開國小附幼 許○豪  211 復興 謝○喆 

12 大忠國小附幼 陳○萍  112 親子田 林○婷  212 煉油廠 郭○湄 

13 大忠國小附幼 黃○綺  113 鹿港鎮立 黃○嵐  213 楠梓?? 鐘○瑄 

14 新佳育 王○喬  114 乖寶貝 王○治  214 乖寶貝 郭○誠 

15 丹尼兒美國學校 張○綾  115 保進盧森堡 洪○語  215 乖寶貝 郭○歆 

16 三田 邱○洋  116 三民區盧森堡 龔○蓉  216 乖寶貝 王○佑 

17 明星 呂○喆  117 欣容 陳○真  217 乖寶貝 藍○宏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18 艾樂芬 葉○恩  118 艾樂芬 黃○薰  218 乖寶貝 林○恩 

19 煉油廠 陳○璇  119 公誠國小 彭○筠  219 南郭國小 吳○晴 

20 煉油廠 謝○叡  120 小星星 林○庭  220 乖寶貝 林○妡 

21 文開國小附幼 廖○豪  121 艾奇德 江○緹  221 鹿港鎮立 紀○媗 

22 文開國小附幼 許○榕  122 寶貝托兒所 李○翔  222 臺西鄉立 丁○如 

23 文開國小附幼 施○萍  123 復興 鄭○霖  223 青園 王○媗 

24 慈耕 張○緹  124 親子田 蔡○芯  224 新民國小 彭○鴻 

25 慈耕 邱○晴  125 親子田 林○泰  225 民生國小 陳○錡 

26 孩子國 黃○承  126 欣容 蘇○寓  226 鹿港鎮立 郭○玹 

27 新庄國小 葉○甄  127 台西 林○賢  227 彰化市托 林○恩 

28 和美國小 劉○軒  128 寶貝托兒所 李○晨  228 鹿港鎮立 洪○智 

29 艾樂芬 王○媗  129 彰師大附幼 王○雯  229 欣容 蔡○宸 

30 欣容 鄧○莉  130 蔡文國小附幼 蘇○庭  230 大忠國小 趙○佳 

31 和美國小 黃○青  131 慈興 周○寬  231 文安附幼 林○辰 

32 大嘉國小 賴○彰  132 清水國小 鄒○琳  232 安迪生 巫○瑞 

33 和仁 王○喬  133 慈興 蔡○佑  233 新佳育 羅○心 

34 和平國小附幼 王○偵  134 慈興 王○佑  234 福安 蘇○凱 

35 田中國小 張○姍  135 慈興 王○謙  235 僑真 沈○鍇 

36 文開國小附幼 許○煜  136   許○榆  236 新秀山 劉○丞 

37 頂番附幼 張○庭  137 慈興 王○凱  237 葡萄園 陳○柔 

38 頂番國小 鄭○恩  138 慈興 王○蓁  238 彰化市立 許○姘 

39 華盛頓 傅○  139 童心園 邱○崙  239 鹿港鎮立 柯○霖 

40 文幼 尤○雅  140 童心園 趙○毅  240 青園 陳○庭 

41 追分國小附幼 陳○賢  141 新象 黃○誼  241 平和國小 許○瑜 

42 鹿港鎮立 施○琴  142 新象 陳○丞  242 文安國小 張○倫 

43 華盛頓 蔡○翰  143 新象 林○宸  243 鹿港鎮立 郭○軒 

44 竹北何嘉仁 洪○軒  144 福村 曾○晴  244 和平國小附幼 王○閔 

45 竹北何嘉仁 潘○翰  145 福村 鄒○恩  245 大欣 施○斌 

46 竹北何嘉仁 黃○翰  146 梧棲國小附幼 林○昱  246 民生國小 黃○軒 

47 煉油廠 林○婕  147 梧棲國小 林○呈  247 彰師大附幼 陳○祈 

48 煉油廠 陳○嘉  148 三田國小 王○云  248 信義國小 蔡○程 

49 慈耕 李○廷  149 慈興 陳○蓁  249  戴○芸 

50 新竹蒙特梭利 段○欣  150 新象 王○叡  250 沙鹿 張○勳 

51 艾樂芬 鍾○柔  151   許○晏  251 沙鹿 陳○宏 

52 鹿港鎮立 張○皓  152 長榮 江○鴻  252 久安國小 何○詮 

53 頂番國小附幼 蔡○穎  153 艾樂芬 鮑○苡  253 慈興 楊○宇 

54 艾樂芬 潘○玉  154 煉油廠 廖○翔  254 民生國小 蔡○芯 

55 有緣 陳○彤  155 岡山國小 胡○穎  255 鼓山 卓○岑 

56 中華兒童 李○賢  156 長榮大自然 林○傑  256 慈興 王○絜 

57 愛樂芬 蔡○慈  157 勝利國小附幼 陳○婷  257 國聖國小 趙○嫻 

73 明德國小 李○宸  173 乖寶貝 林○蓁  273 長榮 徐○恩 

74 盧森堡 陳○佑  174 彰師大附幼 李○宇  274 幼華 石○軒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序 學校(幼兒園) 學生姓名 

75 楠梓附幼 陳○佑  175 鹿港鎮立 陳○侑  275 臺西鄉立 何○恩 

76 乖寶貝 何○立  176 乖寶貝 王○翔  276 乖寶貝 林○稜 

77 乖寶貝 林○軒  177 河堤 鄭○峻  277 育正 蘇○全 

78 勝利國小附幼 黃○捷  178 小王子 張○婕  278 龍井國小 許○榕 

79 育正 許○伶  179 鼓山 張○蓁  279 青園 謝○涵 

80 長榮 孫○凱  180 格林 張○和  280 大樹 楊○沄 

81 華爾頓 戴○宇  181 煉油廠 蔡○軒  281 佑順 張○婕 

82 河堤 許○茹  182 復興 劉○苓  282 新佳育 王○云 

83 鹿港鎮立 林○縢  183 煉油廠 陳○志  283 新佳育 陳○真 

84 勝利國小 葉○賓  184 煉油廠 林○瑜  284 新佳育 黃○裕 

85 艾樂芬 葉○叡  185 勝利國小 曾○峪  285 新佳育 林俊毅 

86 乖寶貝 翁○捷  186 乖寶貝 陳○思  286 新佳育 吳○琳 

87 鹿港鎮立 李○嘉  187 乖寶貝 何○嫻  287 文森 楊○臣 

88 彰化師大附幼 葉○瑄  188 勝利國小 簡○逸  288 大樹 林○辰 

89 鹿港鎮立 黃○橙  189 愛麗 黃○蕙  289   洪○妍 

90 小王子 曲○芷  190 復興 車○岑  290 慈興 黃○閔 

91 康乃爾 劉○琬  191 南興國小 吳○臻  291 鹿港鎮立 施○雨 

92 康乃爾 鄭○諭  192 小王子 徐○書  292 新象 塗○瑄 

93 立人 徐○銘  193 乖寶貝 張○鈞  293 梧棲國小附幼 許○瑀 

94 三田國小 王○妤  194 鹿港鎮立 謝○穎  294 梧棲國小附幼 張○彤 

95 新象 陳○豪  195 林頭 張○媚  295 龍井國小 黃○蓉 

96 文開國小附幼 黃○棨  196 凌雲國小 楊○承  296 新佳育 藍○瑞 

97 新象 蔡○宇  197 彰化 林○尊  297 佑順 陳○閎 

98 大忠國小附幼 戴○捷  198 臺西鄉立 陳○龍  298 佑順 陳○捷 

99 艾樂芬 林○蓉  199 親子田 賴○丞  299 佑順 范○桓 

100 慈興 蔡○家  200 林頭附幼 周○  300 佑順 許○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