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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2020年「家庭健康長」 

OPEN小將獨家造型捲尺 

獲獎名單 

縣市 區域 國小 姓名或學號 

臺北市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小 馬 O磊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小 胡 O婷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小 邱 O芹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小 陳 O淇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百齡國小 林 O澤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仵 O言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佘 O霈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方 O緯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張 O唯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吳 O騰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許 O紳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陳 O希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謝 O真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黃 O柔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楊 O萱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廖 O謙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楊 O毅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江 O仲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袁 O淇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葫蘆國小 施 O翰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福林國小 洪 O芸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劍潭國小 郭 O均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劍潭國小 張 O承 

臺北市 大同區 市立永樂國小 連 O妤 

臺北市 大同區 市立永樂國小 柯 O元 

臺北市 大同區 市立永樂國小 連 O妍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仁愛國小 譚 O淳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仁愛國小 許 O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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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仁愛國小 章 O睿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幸安國小 張 O (學號：106224)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金華國小 許 O瑜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新生國小 鍾 O紘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新生國小 尤 O霖 

臺北市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張 O皓 

臺北市 中山區 市立五常國小 陳 O豫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南門國小 翁 O謙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國語實小 蔡 O慧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陳 O威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林 O程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內湖國小 李 O均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內湖國小 陳 O君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明湖國小 陳 O安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南湖國小 林 O可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南湖國小 侯 O妍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南湖國小 潘 O圖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康寧國小 唐 O彥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新湖國小 游 O瑀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博嘉實驗國小 林 O樂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萬興國小 林 O恩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華國小 杜 O昕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隆國小 陳 O璇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德國小 馬 O崴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中山小學 林 O薰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中山小學 朱 O悅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中山小學 王 O蕙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李 O翰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姜 O鈞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楊 O靜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曾 O怡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莊 O安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清江國小 潘 O仰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清江國小 華 O晴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清江國小 何 O諺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清江國小 游 O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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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關渡國小 黃 O城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戴 O皓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游 O臻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劉 O瑋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魏 O聿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陳 O涵 

臺北市 松山區 市立民生國小 陳 O (學號：40828) 

臺北市 信義區 市立信義國小 周 O福 

臺北市 信義區 市立興雅國小 沈 O希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玉成國小 鍾 O軒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南港國小 李 O憲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老松國小 郭 O毅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老松國小 黃 O瑜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老松國小 張 O祤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西園國小 詹 O亘 

臺北市 萬華區 私立光仁小學 莊 O節 

新北市 

新北市 林口區 市立麗林國小 張 O涵 

基隆市 

基隆市 七堵區 市立復興國小 吳 O寬 

基隆市 七堵區 市立復興國小 楊 O勳 

基隆市 中山區 市立中華國小 李 O恩 

基隆市 中山區 市立中華國小 高 O凱 

基隆市 中山區 市立中華國小 蕭 O亘 

桃園市 

桃園市 八德區 市立瑞豐國小 徐 O倫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辜 O颉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詹 O心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許 O成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黃 O禔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薛 O婕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林 O青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田 O婕 

新竹市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黃 O芯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鄭 O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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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鄭 O晴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許 O如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戴 O庭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莊 O宇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吳 O彤 

新竹市 北區 市立南寮國小 張 O婷 

新竹市 北區 市立南寮國小 辜 O輔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張 O宜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黃 O (學號：10538)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蔡 O萱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施 O雅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劉 O均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陳 O諭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何 O絃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邱 O鴻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姜 O岑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陳 O (學號：10728)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林 O晴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張 O魁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林 O辰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趙 O瑄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解 O達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張 O琳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陳 O涵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黃 O蓉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鄧 O妤 

新竹市 東區 私立新竹市康橋國(中)小 吳 O寓 

新竹市 東區 私立曙光國小 楊 O櫻 

新竹縣 

新竹縣 北埔鄉 縣立北埔國小 陳 O伶 

新竹縣 北埔鄉 縣立北埔國小 李 O澤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竹仁國小 田 O謙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竹仁國小 邱 O磊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竹仁國小 鍾 O哲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新社國小 林 O真 

新竹縣 竹東鎮 縣立二重國小 張 O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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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竹東鎮 縣立二重國小 張 O熏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中興國小 蕭 O智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和興國小 邱 O崴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葉 O庭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洪 O華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楊 O瑄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黃 O柔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江 O葳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陳 O騏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盧 O錡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黃 O涵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葉 O昀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吳 O妤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陳 O威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新湖國小 黃 O芸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新湖國小 范 O騏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新湖國小 張 O琍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新湖國小 陳 O淇 

新竹縣 新埔鎮 縣立新埔國小 蔣 O怡 

新竹縣 新豐鄉 縣立福興國小 張 O怡 

新竹縣 關西鎮 縣立石光國小 溫 O璇 

新竹縣 關西鎮 縣立坪林國小 林 O 

苗栗縣 

苗栗縣 銅鑼鄉 縣立興隆國小 魏 O芹 

苗栗縣 銅鑼鄉 縣立興隆國小 余 O熙 

苗栗縣 銅鑼鄉 縣立興隆國小 劉 O瑄 

苗栗縣 銅鑼鄉 縣立興隆國小 徐 O婷 

苗栗縣 頭份市 縣立信德國小 陳 O羽 

臺中市 

臺中市 大安區 市立海墘國小 王 O琳 

臺中市 大安區 市立海墘國小 黃 O琳 

臺中市 太平區 市立太平區太平國小 石 O霖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李 O蓁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尤 O陽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陳 O箴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吳 O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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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黃 O瀚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韓 O伶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粘 O慧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王 O淳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楊 O喬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楊 O恩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林 O姍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廖 O堯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楊 O萱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陳 O叡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李 O和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劉 O恩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張 O榮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洪 O慈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陳 O勳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蔡 O宸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張 O提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朱 O軒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李 O穎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江 O蓉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林 O岑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周 O羱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林 O昕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洪 O瑜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賴 O希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林 O萱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洪 O媗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洪 O慈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楊 O潔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盧 O妤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林 O霈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蔡 O軒 

臺中市 北區 市立北區中華國小 王 O浩 

臺中市 北區 市立北區中華國小 蘇 O甯 

臺中市 北區 市立北區中華國小 洪 O惟 

臺中市 沙鹿區 市立文光國小 陳 O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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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沙鹿區 市立文光國小 林 O玲 

臺中市 沙鹿區 市立文光國小 倪 O安 

臺中市 烏日區 市立僑仁國小 彭 O瑩 

雲林縣 

雲林縣 斗六市 縣立雲林國小 馮 O育 

臺南市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協進國小 吳 O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協進國小 石 O元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協進國小 蔡 O妍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賴 O辰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李 O妤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莊 O字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潘 O穎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蘇 O (學號：40315)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林 O晟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黃 O軒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許 O語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陳 O年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蔡 O誼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劉 O佑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學號：106021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林 O恩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許 O翰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林 O緯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陳 O喬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進學國小 洪 O承 

臺南市 中西區 國立臺南大學附小 吳 O潔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蘇 O諾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陳 O菁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黃 O宇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王 O琳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大灣國小 蔡 O琋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大灣國小 學號：105199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大灣國小 盧 O廷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五王國小 張 O森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阮 O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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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陳 O毅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温 O岑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張 O嘉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劉 O澄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吳 O潔 

臺南市 白河區 市立白河國小 翁 O庭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蔡 O晨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王 O翔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丁 O紜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林 O誠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姜 O昕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陳 O祐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石 O璇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慶國小 莊 O函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慶國小 翁 O軒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慶國小 蔡 O諭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胡 O禎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陳 O瑉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許 O睿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邱 O璇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楊 O義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方 O宥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王 O益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長安國小 唐 O騫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東國小 劉 O如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東國小 鄭 O謙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東國小 周 O翎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學東國小 李 O彥 

臺南市 西港區 市立西港國小 黃 O瑾 

臺南市 西港區 市立松林國小 謝 O庭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蔡 O涵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王 O之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溢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晨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蕭 O (學號：107025)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李 O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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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恩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翔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佑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鉑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希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蔡 O靜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辰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言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蔡 O洋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許 O (學號：207028)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王 O煒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涵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茹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吳 O哲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臻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昕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琇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吳 O晨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藍 O赯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許 O耘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李 O豪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簡 O靚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吳 O哲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劉 O珍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釩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晴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鄭 O名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夏 O禔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恩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蔡 O祥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恩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學號：106013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筠（25號）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榛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洪 O閔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邱 O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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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呂 O翃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宸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周 O承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晴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黃 O海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吳 O霖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育 O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鄞 O甯 

臺南市 官田區 市立官田國小 王 O暖 

臺南市 東區 市立東光國小 楊 O蓉 

臺南市 東區 市立東光國小 楊 O丞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頤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函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李 O蓁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柔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陳 O蓁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羅 O容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張 O儀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葉 O德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劉 O渝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鄭 O恩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顏 O云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王 O翔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曹 O甯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洪 O絃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晨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劉 O茵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陳 O樺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李 O霈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蔣 O安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劉 O昇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蕭 O葶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陳 O淩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梁 O修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語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邵 O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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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蔡 O妤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學國小 熊 O煒 

臺南市 南區 市立志開實驗小學 陳李 O珠 

臺南市 南區 市立南區新興國小 林 O欣 

臺南市 南區 市立省躬國小 馬 O祤 

臺南市 後壁區 市立新東國小 史 O勤 

臺南市 將軍區 市立將軍國小 王 O雅 

臺南市 麻豆區 市立麻豆國小 莊 O嬡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蔡 O雯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凃 O鐘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蔡 O鋐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李 O軒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蔡 O勳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大成國小 王 O婷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小新國小 湯 O羽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彭 O德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陳 O霖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王 O朋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方 O馨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蘇 O珉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陳 O霖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沈 O丞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胡 O瑄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施 O維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穆 O慈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胡忄 O彰 

臺南市 新市區 市立新市國小 陸 O琳 

臺南市 新市區 市立新市國小 王 O寗 

臺南市 新營區 市立新進國小 林 O辰 

臺南市 學甲區 市立學甲國小 陳 O崴 

臺南市 學甲區 市立學甲國小 李 O瑾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曾 O伊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鄭 O彥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吳 O宣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邱 O珊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莊 O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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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楊 O紘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謝 O緹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陳 O安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謝 O璇 

臺南市 關廟區 市立關廟國小 林 O豪 

臺南市 關廟區 市立關廟國小 林 O任 

臺南市 鹽水區 市立鹽水國小 李 O璿 

高雄市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三民國小 葉 O玄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光武國小 林 O恩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陽明國小 李 O喆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李 O霖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沈 O倢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吳 O涵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黃 O蓁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潘 O葳 

高雄市 六龜區 市立六龜國小 黃 O琳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永清國小 陳 O潔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永清國小 潘 O軒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屏山國小 黃 O宸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新光國小 羅 O晴 

高雄市 岡山區 市立兆湘國小 邵 O淋 

高雄市 苓雅區 市立福康國小 翁 O翔 

高雄市 苓雅區 市立福康國小 張 O翎 

高雄市 茄萣區 市立茄萣國小 林 O伃 

高雄市 鳥松區 市立鳥松國小 李 O哲 

高雄市 湖內區 市立海埔國小 曾 O侑 

高雄市 楠梓區 市立莒光國小 蘇 O菲 

高雄市 楠梓區 市立莒光國小 陳 O諭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葉 O蓁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吳 O偉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吳 O昀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孫 O婕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周 O庭 

高雄市 旗津區 市立中洲國小 蔡 O恩 

高雄市 燕巢區 市立燕巢國小 陳 O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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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屏東縣 九如鄉 縣立惠農國小 曾 O玲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豐田國小 潘 O哲 

屏東縣 里港鄉 縣立載興國小 王 O涵 

屏東縣 里港鄉 縣立載興國小 陳 O泰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陳 O礽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林 O襄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張 O甯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黃 O蓁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鍾 O恩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林 O鎧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陳 O柔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黃 O媛 

宜蘭縣 

宜蘭縣 三星鄉 縣立大洲國小 管 O柔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何 O嫻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闕 O彤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戴 O恩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陳 O源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邱 O芸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力行國小 江 O瑀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陳 O任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張 O嘉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郭 O齊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賴 O蒨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張 O碩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學號：1070002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陳 O萁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湯 O涵 

宜蘭縣 頭城鎮 縣立梗枋國小 鄭 O允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林 O宇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張 O喬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陸 O希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李 O臻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林 O翔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葉 O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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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游 O沛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梁 O伽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林 O䉠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賴 O康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公正國小 黃 O晴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公正國小 葉 O緹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公正國小 藍 O秀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北成國小 吳 O樊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北成國小 李 O根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北成國小 江 O豊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竹林國小 林 O辰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曾 O暄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郭 O瑄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李 O瑄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吳 O凡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賴 O程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林 O銘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莊 O楷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黃 O晏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陳 O晴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張 O真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林 O宇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廖 O丞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李 O頡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楊 O予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陳 O杰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林 O睿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士敏國小 劉 O吏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士敏國小 林 O憲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士敏國小 劉 O吏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士敏國小 戴 O岑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育英國小 林 O晟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育英國小 沈 O霓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蓬萊國小 李 O彤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蓬萊國小 林 O宏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蘇澳國小 王 O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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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花蓮縣 光復鄉 縣立太巴塱國小 林 O甯 

花蓮縣 秀林鄉 縣立水源國小 連 O戎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中正國小 張 O睿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復興國小 吳 O葳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復興國小 林 O妃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洪 O嶸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許黃 O瑞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吳 O淮 

花蓮縣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梁 O涒 

花蓮縣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王 O云 

花蓮縣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謝 O霆 

花蓮縣 壽豐鄉 縣立月眉國小 朱 O禔 

澎湖縣 

澎湖縣 西嶼鄉 縣立外垵國小 許 O柔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文澳國小 夏 O喬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文澳國小 薛 O晴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文澳國小 歐陽 O甫 

 

※此贈品後續將寄至獲獎學童所屬國小，敬請師長簽收後發送給獲獎學童並代

為表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