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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2020年「家庭健康長」 

7-ELEVEN 50元商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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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O婷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芝山國小 陳 O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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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 O霈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雨農國小 蔡 O呈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福林國小 洪 O芸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仁愛國小 章 O睿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古亭國小 林 O靜 

臺北市 中山區 市立五常國小 陳 O豫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林 O程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國語實小 盧 O瑄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新湖國小 游 O瑀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內湖國小 陳 O君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內湖國小 李 O均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南湖國小 潘 O圖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景興國小 高 O庭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華國小 杜 O昕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萬興國小 林 O恩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隆國小 陳 O璇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文林國小 蘇 O丞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姜 O鈞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逸仙國小 周 O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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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O云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小學 戴 O皓 

臺北市 松山區 市立民族國小 郭 O樺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南港國小 賴 O澄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南港國小 林 O婷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西園國小 詹 O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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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桃園市 八德區 市立瑞豐國小 黃 O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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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O文 

桃園市 桃園區 市立建國國小 古 O瑞 

桃園市 桃園區 市立建國國小 陳 O恩 

桃園市 楊梅區 市立瑞埔國小 邱 O甯 

桃園市 楊梅區 市立楊明國小 鄧 O雲 

新竹市 

新竹市 北區 市立民富國小 李 O樺 

新竹市 北區 市立載熙國小 戴 O晴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水源國小 張 O宜 

新竹市 東區 市立東園國小 學號：32505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范 O慈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鄧 O妤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解 O達 

新竹縣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東興國小 曾 O樂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中興國小 連 O雯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中興國小 吳 O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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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O宸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黃 O閔 

苗栗縣 

苗栗縣 大湖鄉 縣立大南國小 謝 O 

苗栗縣 大湖鄉 縣立大南國小 徐 O惠 

苗栗縣 大湖鄉 縣立大南國小 藍 O辰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鄭 O駿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賴 O奇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劉 O瑜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鄭 O澐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陳 O慈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林 O恩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湯 O丞 

苗栗縣 苗栗市 縣立新英國小 邱 O秝 

臺中市 

臺中市 大安區 市立海墘國小 詹 O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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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大肚區 市立大肚國小 吳 O羲 

臺中市 大肚區 市立瑞井國小 黃 O婷 

臺中市 大雅區 市立大雅國小 張 O瑩 

臺中市 大雅區 市立大雅國小 陳 O任 

臺中市 大雅區 市立大雅國小 王 O玲 

臺中市 大雅區 市立大雅國小 張 O暻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丁 O禎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彥 O(學號：30216)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李 O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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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O淳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楊 O翔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盧 O潔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洪 O慈 

臺中市 西屯區 市立上石國小 施 O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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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O希 

臺中市 新社區 市立新社區東興國小 張 O甯 

臺中市 龍井區 市立龍井國小 周 O琪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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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O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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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 O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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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106021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進學國小 洪 O承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呂 O恩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德南國小 劉 O鳳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大灣國小 蔡 O琋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吳 O潔 

臺南市 安平區 市立安平國小 陳 O翊 

臺南市 安平區 市立安平國小 陳 O欣 

臺南市 安平區 市立安平國小 郭 O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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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O晨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陳 O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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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小 姜 O昕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慶國小 林 O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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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O芬(學號：30525)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方 O宥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佃國小 陳 O陞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東國小 蔡 O晴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東國小 周 O翎 

臺南市 西港區 市立西港國小 黃 O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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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O婷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楊 O禎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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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O翔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石 O軒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羽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洪 O妤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崧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蘇 O承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陳 O蓁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恩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郭 O綿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林 O楷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李 O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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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O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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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O蓁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小 沈 O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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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 市立志開實驗小學 學號：124 

臺南市 南區 市立志開實驗小學 陳 O秀珠 

臺南市 南區 市立省躬國小 馬 O祤 

臺南市 麻豆區 市立安業國小 謝 O榛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紀 O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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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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O祐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邱 O閔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李 O怡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善化國小 方 O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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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 O珊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謝 O璇 

高雄市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陽明國小 李 O惟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登發國小 沈 O倢 

高雄市 岡山區 市立兆湘國小 張 O維 

高雄市 茄萣區 市立茄萣國小 林 O伃 

高雄市 鳥松區 市立仁美國小 楊 O顯 

高雄市 鳳山區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許 O綺 

高雄市 鹽埕區 市立鹽埕國小 蘇 O駥 

屏東縣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內埔國小 吳 O叡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東寧國小 李 O群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豐田國小 黃 O成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豐田國小 鍾 O翔 

屏東縣 里港鄉 縣立載興國小 陳 O泰 

屏東縣 枋寮鄉 縣立枋寮國小 沈 O沛 

屏東縣 枋寮鄉 縣立枋寮國小 羅 O勍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民和國小 陳 O礽 

宜蘭縣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邱 O芸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張 O淇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光復國小 學號：3522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陳 O頤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郭 O齊 

宜蘭縣 頭城鎮 縣立頭城國小 鄭 O諺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三民國小 顏 O慶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葉 O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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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蔡 O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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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梁 O伽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公正國小 黃 O晴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北成國小 江 O豊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王 O芬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陳 O羽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羅 O喬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張 O茵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小 林 O睿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蓬萊國小 林 O宏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蓬萊國小 林 O潔 

宜蘭縣 蘇澳鎮 縣立士敏國小 戴 O岑 

花蓮縣 

花蓮縣 秀林鄉 縣立銅蘭國小 薛 O慈 

花蓮縣 秀林鄉 縣立水源國小 連 O戎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廖 O臻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洪 O嶸 

花蓮縣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林 O潔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學號：105015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黃 O誠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張 O琪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學號：104003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梁 O丞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葛 O玄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楊 O恩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張 O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吳 O珊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鍾 O婕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徐 O妤 

金門縣 

金門縣 金沙鎮 縣立多年國小 黃 O恆 

金門縣 金城鎮 縣立古城國小 董 O榕 

金門縣 金湖鎮 縣立金湖國小 林 O瑀 

金門縣 金湖鎮 縣立金湖國小 梁 O浩 

澎湖縣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文澳國小 歐 O昭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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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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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