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蔬果冒險遊戲王」中獎名單 

 

蔬果冒險遊戲王得獎名單公告，恭喜各位得獎的小朋友！  

獎項將於 2018/2/26 起陸續寄送至得獎者之學校，再由老師轉交給得獎學生喔！ 

 

為防止詐騙，台灣癌症基金會不會自行或委託其他公、私機構打電話給小朋友或 家長，要求

取得個人信用卡資料及個人身份資料，或要求至 ATM 轉帳等。 若接到任何可疑電話請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或上班時間電洽本會（02）87879907 轉 222、210 

 

 

獎項 蔬果禮金 600 元（郵政禮券）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新北市 光華國小 張○妮 

2 新北市 清水國小 蘇○霈 

3 桃園市 林森國小 黃○嵐 

4 台南市 仁德國小 蘇○樂 

5 高雄市 新莊國小 傅○恩 

 

獎項 奇異果大娃娃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宜蘭縣 順安國小 黃○濬 

2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林○辰 

3 花蓮縣 光華國小 李○妤 

4 新北市 介壽國小 林○容 

5 高雄市 加昌國小 沈○彬 

6 桃園市 莊敬國小 莊○合 

7 彰化縣 竹塘國小 邱○君 

8 雲林縣 大屯國小 周○妤 

9 台南市 土城國小 黃○軒 

10 台南市 大港國小 徐○恩 

 

獎項 兒童蔬果創作故事集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東縣 朗島國小 郭○文 

2 台南市 大港國小 吳○瑄 



3 宜蘭縣 北成國小 蘇○佳 

4 苗栗縣 建國國小 洪○瑋 

5 高雄市 汕尾國小 黃○沄 

6 高雄市 加昌國小 張○釩 

7 高雄市 五福國小 李○騏 

8 新北市 厚德國小 汪○翰 

9 新北市 中和國小 蘇○誠 

10 新北市 萬里國小 林○竹 

11 新北市 建安國小 陳○孜 

12 彰化縣 竹塘國小 江○呈 

13 彰化縣 竹塘國小 林○粢 

14 彰化縣 三潭國小 賴○炘 

15 彰化縣 伸東國小 柯○志 

 

獎項 蔬果雙頭筆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中市 圳堵國小 王○妘 

2 台中市 圳堵國小 王○傅 

3 台中市 塗城國小 謝○盈 

4 台北市 再興國小 王○涵 

5 台北市 景美國小 吳○璋 

6 台北市 景美國小 林○誼 

7 台南市 學甲國小 陳○倢 

8 宜蘭縣 順安國小 林○容 

9 宜蘭縣 順安國小 方○瑞 

10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陳○軒 

11 桃園市 大竹國小 呂○嫺 

12 桃園市 文欣國小 洪○柔 

13 桃園市 青埔國小 丁○言 

14 桃園市 莊敬國小 林○璟 

15 桃園市 莊敬國小 張○ 

16 桃園市 潛龍國小 廖○汎 

17 高雄市 九如國小 林○唐 

18 高雄市 五福國小 王○心 

19 高雄市 加昌國小 張○奕 



20 高雄市 汕尾國小 黃○粢 

21 新北市 中和國小 林○靜 

22 新北市 介壽國小 詹○魁 

23 新北市 光華國小 黃○其 

24 新北市 安溪國小 陳○恩 

25 新北市 清水國小 張○婕 

26 新北市 清水國小 徐○婕 

27 新北市 龍埔國小 郭○晴 

28 彰化縣 竹塘國小 廖○程 

29 彰化縣 伸東國小 林○浩 

30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林○成 

 

獎項 蔬果撲克牌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中市 內埔國小 陳○叡 

2 台中市 四維國小 胡○育 

3 台中市 外埔國小 繆○宇 

4 台中市 外埔國小 李○溱 

5 台中市 塗城國小 鄭○文 

6 台中市 塗城國小 巫○至 

7 台中市 塗城國小 梁○駿 

8 台中市 塗城國小 林○瑄 

9 台北市 忠孝國小 陳○洋 

10 台北市 南港國小 李○辰 

11 台東縣 知本國小 蕭○緯 

12 台南市 大港國小 陳○豪 

13 台南市 學甲國小 陳○楨 

14 宜蘭市 順安國小 王○茹 

15 宜蘭市 順安國小 黃○慈 

16 宜蘭市 順安國小 李○語 

17 南投縣 中寮國小 田○穎 

18 南投縣 南投國小 白○暄 

19 南投縣 敦和國小 陳○鋐 

20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徐○宏 



21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吳○蓁 

22 桃園市 大竹國小 吳○甄 

23 桃園市 文欣國小 王○玄 

24 桃園市 石門國小 徐○廷 

25 桃園市 南崁國小 賴○岑 

26 桃園市 南崁國小 許○廷 

27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徐○敏 

28 桃園市 莊敬國小 單○軒 

29 桃園市 新榮國小 黃○采 

30 桃園市 潛龍國小 郭○中 

31 高雄市 中路國小 鄭○澤 

32 高雄市 中路國小 歐○錡 

33 高雄市 加昌國小 蔡○恩 

34 高雄市 加昌國小 洪○涵 

35 高雄市 汕尾國小 黃○丞 

36 高雄市 愛群國小 潘○璿 

37 高雄市 新莊國小 王○峰 

38 高雄市 鎮昌國小 沈○霖 

39 新北市 中正國小 高○恩 

40 新北市 介壽國小 施○辰 

41 新北市 光華國小 蔡○彤 

42 新北市 光華國小 陳○蓁 

43 新北市 光華國小 何○誠 

44 新北市 光華國小 許○祐 

45 新北市 厚德國小 謝○涵 

46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黃○澄 

47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張○萱 

48 新北市 清水國小 黃○菱 

49 彰化縣 三潭國小 許○纓 

50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柯○欣 

 

獎項 SONY T 恤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中市 內埔國小 黃○涵 



2 台中市 塗城國小 高○翔 

3 台北市 東湖國小 蘇○晴 

4 台北市 景美國小 張○芸 

5 台北市 陽明山國小 葉○賢 

6 台東縣 利嘉國小 金○樂 

7 台東縣 知本國小 林○瑜 

8 宜蘭縣 順安國小 賴○禾 

9 宜蘭縣 順安國小 杜○昕 

10 花蓮縣 紅葉國小 鄭○ 

11 花蓮縣 紅葉國小 施○云 

12 南投縣 中寮國小 蕭○心 

13 南投縣 南投國小 陳○瑩 

14 南投縣 敦和國小 李○翌 

15 苗栗縣 竹南國小 梁○葦 

16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連○涵 

17 苗栗縣 竹南國小 周○岑 

18 苗栗縣 建國國小 陳○翔 

19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鄭○蕎 

20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黃○庭 

21 桃園市 大竹國小 王○宸 

22 桃園市 五權國小 林○媞 

23 桃園市 林森國小 蔡○寧 

24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林○萱 

25 桃園市 莊敬國小 呂○忻 

26 桃園市 莊敬國小 黃○叡 

27 桃園市 莊敬國小 許○勻 

28 桃園市 莊敬國小 簡○謙 

29 桃園市 龍岡國小 張○玲 

30 高雄市 大社國小 劉○媛 

31 高雄市 中華藝校附小 劉○媛 

32 高雄市 中華藝校附小 張○峰 

33 高雄市 中華藝校附小 吳○瑄 

34 高雄市 加昌國小 沈○鎔 

35 高雄市 加昌國小 李○諭 



36 高雄市 新莊國小 凌○棋 

37 高雄市 興達國小 邱○愷 

38 高雄市 鎮昌國小 梁○鈞 

39 高雄市 鎮昌國小 洪○瑜 

40 高雄市 鎮昌國小 黃○禎 

41 新北市 中正國小 李○誼 

42 新北市 介壽國小 游○瑋 

43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李○峪 

44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李○峰 

45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吳○竹 

46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林○欣 

47 新北市 萬里國小 簡○恩 

48 新竹縣 新豐國小 張○碩 

49 彰化縣 竹塘國小 陳○朋 

50 彰化縣 新庄國小 蘇○鈞 

 

獎項 奇異果臘筆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何○欣 

2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何○綾 

3 台中市 外埔國小 陳○諭 

4 台中市 外埔國小 陳○尹 

5 台中市 圳堵國小 謝○蓓 

6 台中市 頭汴國小 朱○君 

7 台北市 東湖國小 徐○綺 

8 台東縣 利嘉國小 黃○谷 

9 台東縣 知本國小 劉○君 

10 台東縣 朗島國小 高○ 

11 台南市 仁德國小 呂○恩 

12 台南市 歡雅國小 趙○珅 

13 宜蘭縣 順安國小 駱○浩 

14 南投縣 千秋國小 黃○彬 

15 南投縣 中寮國小 徐○捷 

16 南投縣 南投國小 陳○璇 



17 苗栗縣 竹南國小 莊○晃 

18 苗栗縣 建國國小 林○庭 

19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陳○榮 

20 桃園市 大竹國小 李○承 

21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陳○樺 

22 桃園市 青埔國小 詹○洋 

23 桃園市 南崁國小 江○橉 

24 桃園市 莊敬國小 李○毅 

25 高雄市 九如國小 張○勛 

26 高雄市 大社國小 蔡○凱 

27 高雄市 中華藝校附小 江○恩 

28 高雄市 加昌國小 鄭○慈 

29 高雄市 汕尾國小 劉○華 

30 高雄市 茄萣國小 李○萱 

31 高雄市 新莊國小 游○蓁 

32 高雄市 鎮昌國小 楊○恩 

33 雲林縣 大屯國小 周○豪 

34 新北市 中和國小 李○聖 

35 新北市 介壽國小 簡○錦 

36 新北市 光華國小 張○宜 

37 新北市 南勢國小 葉○綸 

38 新北市 南勢國小 許○勛 

39 新北市 南勢國小 楊○潔 

40 新北市 建安國小 呂○仙 

41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張○潔 

42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林○恩 

43 新北市 清水國小 簡○如 

44 新北市 萬里國小 林○慈 

45 新北市 龍埔國小 李○筠 

46 新竹縣 新豐國小 林○秀 

47 彰化縣 竹塘國小 李○霆 

48 彰化縣 竹塘國小 陳○瑀 

49 彰化縣 新庄國小 蘇○堯 

50 彰化縣 漢寶國小 林○德 



 

獎項 奇異果小方巾 

編號 縣市 學校 姓名 

1 台中市 內埔國小 柯○豪 

2 台中市 文光國小 陳○云 

3 台中市 圳堵國小 王○妤 

4 台中市 圳堵國小 楊○霖 

5 台中市 富春國小 張○綸 

6 台中市 富春國小 徐○恩 

7 台中市 塗城國小 呂○曜 

8 台北市 景美國小 簡○軒 

9 台北市 景美國小 陳○婕 

10 台南市 仁德國小 邱○睿 

11 台南市 深坑國小 楊○霖 

12 台南市 學甲國小 郭○榮 

13 台南市 歡雅國小 陳○玟 

14 台南市 歡雅國小 許○竤 

15 宜蘭縣 順安國小 董○宜 

16 宜蘭縣 順安國小 徐○安 

17 花蓮縣 水璉國小 吳○寧 

18 花蓮縣 永豐國小 陳○暄 

19 南投縣 中寮國小 孫○芸 

20 南投縣 中寮國小 張○晶 

21 苗栗縣 竹南國小 王○展 

22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邱○方 

23 苗栗縣 建國國小 羅○芸 

24 苗栗縣 建國國小 賴○雯 

25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陸○翔 

26 桃園市 大竹國小 楊○茵 

27 桃園市 大竹國小 林○辰 

28 桃園市 大竹國小 黃○恩 

29 桃園市 文欣國小 陳○潔 

30 桃園市 文欣國小 王○珍 

31 桃園市 北門國小 呂○維 



32 桃園市 林森國小 鄭○舜 

33 桃園市 青埔國小 劉○柔 

34 桃園市 青埔國小 林○萱 

35 桃園市 南崁國小 陳○毅 

36 桃園市 南崁國小 林○欣 

37 桃園市 莊敬國小 江○恩 

38 桃園市 莊敬國小 郭○瑜 

39 桃園市 龍岡國小 吳○諺 

40 高雄市 九如國小 賴○軒 

41 高雄市 九如國小 黃○軒 

42 高雄市 九如國小 蘇○豪 

43 高雄市 大社國小 朱○靚 

44 高雄市 中路國小 高○恩 

45 高雄市 五福國小 金○翎 

46 高雄市 五福國小 林○汝 

47 高雄市 茄萣國小 王○為 

48 高雄市 茄萣國小 何○祐 

49 高雄市 楠陽國小 柯○絜 

50 高雄市 興達國小 吳○江 

51 高雄市 鎮昌國小 洪○亨 

52 雲林縣 大屯國小 林○瑄 

53 新北市 中正國小 鄭○文 

54 新北市 中和國小 李○承紘 

55 新北市 五股國小 吳○萱 

56 新北市 光華國小 曾○芝 

57 新北市 光華國小 王○晉 

58 新北市 光華國小 張○軒 

59 新北市 安溪國小 陳○宏 

60 新北市 安溪國小 江○柔 

61 新北市 南勢國小 潘○慈 

62 新北市 南勢國小 林○甫 

63 新北市 建安國小 鍾○蔚 

64 新北市 建安國小 王○霏 

65 新北市 桃子腳國中小 陳○安 



66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洪○祺 

67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林○欣 

68 新北市 清水國小 徐○馨 

69 新北市 新興國小 鄭○駿 

70 嘉義市 垂楊國小 曾○翰 

71 彰化縣 三潭國小 謝○翔 

72 彰化縣 三潭國小 黃○婷 

73 彰化縣 竹塘國小 鄭○伶 

74 彰化縣 竹塘國小 江○忏 

75 彰化縣 伸東國小 姚○希 

76 彰化縣 新庄國小 王○峻 

77 彰化縣 新庄國小 卓○緗 

78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楊○融 

79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林○宇 

80 彰化縣 漢寶國小 蔡○珊 

 

 

學校團體回收獎：為鼓勵學校推行蔬果飲食運動，依參加之組別達到回收規定標準者，即可參

加「蔬果獎勵金 3000 元」之抽獎，並抽出 3 所學校。  

 

特別感謝下列學校熱烈支持，回收達成「學校團體回收獎」規定標準：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台南市 宅港國小 

2 南投縣 愛國國小 

3 新北市 橫山國小 

4 南投縣 千秋國小 

5 彰化縣 竹塘國小 

6 台中市 文光國小 

7 彰化縣 新庄國小 

8 台中市 圳堵國小 

＊學校團體組規定為至少全年級參加【蔬果冒險遊戲王】親子益智教材活動 

◎申請 50-99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100％     ◎申請 600-999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80％ 

◎申請 100-299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90％    ◎申請 1000 本教材以上，回收率需達 70％ 

◎申請 300-599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85％ 

 



 

 

依規定抽出 3 所中獎學校，恭喜以下學校。 

獎項 蔬果獎勵金 3000 元（郵政禮券） 

編號 縣市 學校 

1 南投縣 千秋國小 

2 台中市 文光國小 

3 彰化縣 新庄國小 

 

9 高雄市 九如國小 

10 新北市 青潭國小 

11 彰化縣 三潭國小 

12 宜蘭縣 順安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