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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2020年「家庭健康長」 

OPEN！歡樂文具組 

獲獎名單 

縣市 區域 國小 姓名或學號 

臺北市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三玉國小 陳 O翎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小 徐 O瑄 

臺北市 大同區 市立永樂國小 連 O妤 

臺北市 大安區 市立新生國小 尤 O霖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明湖國小 學號：105079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石牌國小 楊 O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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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O勳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南港國小 劉 O恆 

基隆市 

基隆市 七堵區 市立復興國小 楊 O勳 

桃園市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蔡 O安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詹 O平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內定國小 陳 O廷 

桃園市 桃園區 市立建國國小 周 O君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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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O彤 

新竹市 東區 市立高峰國小 施 O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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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O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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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O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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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O辰 

新竹市 東區 私立新竹市康橋國(中)小 吳 O寓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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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立信勢國小 洪 O華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信勢國小 陳 O騏 

新竹縣 新埔鎮 縣立新埔國小 蔣 O怡 

苗栗縣 

苗栗縣 大湖鄉 縣立大南國小 徐 O傑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鄭 O予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蘇 O嘉 

苗栗縣 苑裡鎮 縣立苑裡國小 賴 O甯 

臺中市 

臺中市 大肚區 市立瑞井國小 鄭 O孜 

臺中市 太平區 市立太平區太平國小 林 O翰 

臺中市 太平區 市立宜欣國小 張 O宣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仁美國小 何 O均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松竹國小 尤 O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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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O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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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O勳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周 O彥 

臺中市 北屯區 市立僑孝國小 劉 O恩 

臺中市 北區 市立賴厝國小 陳 O蒝 

臺中市 沙鹿區 市立沙鹿國小 沈 O婷 

臺南市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忠義國小 許 O語 

臺南市 左鎮區 市立左鎮國小 鄭 O睿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永康國小 林 O嘉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五王國小 曾 O彤 

臺南市 玉井區 市立玉井國小 張 O涓 

臺南市 安平區 市立安平國小 林 O翔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方 O勳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小 陳 O瑉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長安國小 唐 O騫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黃 O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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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O筠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仁愛國小 林 O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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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小 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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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O樺 

臺南市 善化區 市立小新國小 湯 O羽 

臺南市 新市區 市立新市國小 王 O寗 

臺南市 學甲區 市立學甲國小 王 O丞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蔡 O語 

臺南市 歸仁區 市立文化國小 鄭 O彥 

臺南市 關廟區 市立關廟國小 林 O豪 

高雄市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明德國小 張 O齊 

高雄市 仁武區 市立仁武國小 陳 O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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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O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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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O禾 

屏東縣 內埔鄉 縣立東寧國小 宋 O儀 

屏東縣 里港鄉 縣立載興國小 陳 O㚬 

屏東縣 東港鎮 縣立海濱國小 許 O芳 

屏東縣 枋寮鄉 縣立枋寮國小 傅 O佑 

屏東縣 林邊鄉 縣立林邊國小 王 O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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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蔡 O樂 

宜蘭縣 冬山鄉 縣立清溝國小 楊 O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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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O鉫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宜蘭國小 何 O陞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中山國小 陳 O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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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O希 

花蓮縣 

花蓮縣 光復鄉 縣立太巴塱國小 林 O甯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許 O俊瑞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鑄強國小 許 O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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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明義國小 陳 O蓁 

花蓮縣 瑞穗鄉 縣立瑞穗國小 梁 O涒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莎 O哈隆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李 O恩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潘 O祈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鄧 O貞 

花蓮縣 萬榮鄉 縣立西林國小 學號：107010 

金門縣 

金門縣 金湖鎮 縣立金湖國小 邱 O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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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