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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吃蔬果最有『笑』 

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蔬果禮金 600 元（郵政禮券）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六班 姚○姍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二年二班 陳○杰 

奇異果大布偶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五年丙班 陳○富 

奇異果中布偶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甲班 劉○睿 

南投縣 育樂國小 二年甲班 詹○羽 

苗栗縣 南河國小 五年甲班 胡○蓁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三班 廖○核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二年三班 彭○樂 

桃園市 德龍國小 三年甲班 王○熏 

高雄市 大社國小 四年二班 朱○廷 

高雄市 愛群國小 一年一班 陳○睿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五年五班 侯○恩 

雲林縣 中溪國小 三年甲班 張○綾 

新北市 屯山國小 六年一班 林○謙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三班 李○靜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十一班 周○晟 

彰化縣 白沙國小 六年乙班 何○琳 

澎湖縣 五德國小 三年忠班 許○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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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奇異果小布偶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四班 莊○晴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五班 許○盈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十班 楊○羽 

台北市 大佳國小 二年甲班 顏○翰 

台南市 楠西國小 二年二班 張○媛 

金門縣 金鼎國小 二年二班 翁○恩 

南投縣 嘉和國小 一年丙班 陳○成 

屏東縣 民和國小 一年甲班 梁○姈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六年乙班 洪○庭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四年一班 林○伶 

桃園市 大湖國小 一年三班 商○彤 

桃園市 大溪國小 二年三班 簡○佑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三年一班 李○蓉 

桃園市 林森國小 四年七班 莊○璇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五班 連○愷 

高雄市 楠陽國小 二年十班 黃○彤 

高雄市 旗尾國小 四年忠班 王○權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二年三班 余○宸 

新北市 屯山國小 六年一班 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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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奇異果小布偶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一班 洪○喻 

新北市 昌平國小 二年三班 梁○萱 

新北市 板橋國小 二年十五班 盧○齊 

新北市 景新國小 三年四班 陳○安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五年四班 黃○妘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六班 楊○宇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五班 陳○衡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六班 何○庭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四班 陳○旭 

新竹市 建功國小 二年九班 柯○翎 

嘉義縣 和睦國小 二年五班 黃○瀚 

奇異果色筆組 

台中市 大元國小 二年八班 巫○潔 

台中市 大楊國小 五年甲班 黃○儀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四班 蔡○丞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十班 賴○婷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三年二班 張○珺 

台中市 龍峰國小 三年六班 陳○樂 

台南市 中洲國小 二年甲班 陳○晴 

台南市 西門實驗小學 一年一班 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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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奇異果色筆組 

南投縣 南投國小 三年甲班 張○瑜 

屏東縣 大潭國小 二年甲班 李○安 

屏東縣 林邊國小 一年乙班 洪○勛 

屏東縣 海豐國小 二年乙班 蔡○柔 

屏東縣 萬丹國小 四年二班 鄭○恩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一年甲班 劉○禾 

苗栗縣 西湖國小 一年甲班 彭○棱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一年二班 黃○喬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一年丙班 林○棠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一年四班 劉○辰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九班 陸○靜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五班 吳○諺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六班 張○淯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八班 黃○湰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二班 陳○仲 

桃園市 楊心國小 五年五班 唐○婕 

桃園市 龍安國小 一年八班 王○安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三年七班 李○恩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一年七班 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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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奇異果色筆組 

高雄市 後庄國小 五年三班 劉○妤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三年三班 許○億 

高雄市 壽天國小 一年乙班 蔡○謙 

基隆市 成功國小 六年三班 陳○希 

基隆市 南榮國小 四年忠班 陳○羽 

新北市 北新國小 二年一班 徐○萱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九班 林○萱 

新北市 板橋國小 二年七班 范○鈞 

新北市 板橋國小 二年十五班 張○菲 

新北市 金龍國小 三年二班 吳○澄 

新北市 新和國小 四年五班 曾○凱 

新北市 新興國小 一年三班 羽○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一班 張○綸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六班 王○昊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四班 野○○伶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五班 黃○芯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三班 許○熙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七班 陳○志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八班 余○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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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奇異果色筆組 

新竹市 新竹國小 一年五班 林○瑜 

嘉義縣 安東國小 一年甲班 林○玄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鄭○嶸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二年甲班 張○甯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丙班 林○丞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丙班 莊○臻 

彰化縣 華南國小 三年忠班 陳○霏 

彰化縣 新水國小 四年甲班 薛○廷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二年二班 曾○筌 

某人毛巾(粉紅色) 

台中市 大楊國小 五年甲班 蔡○瑄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三年乙班 劉○勝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三年丙班 紀○恩 

台中市 外埔國小 三年乙班 高○萱 

台中市 后里國小 二年一班 王○晞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四班 謝○穎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七班 陳○妍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己班 邵○勛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一班 陳○安 

台中市 瑞井國小 二年三班 林○妤 

mailto: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台北市 105 南京東路五段 16 號 5 樓之 2 
5F, No. 16, Nan-King East Rd., Sec.5 

Taipei, 105, Taiwan, R.O.C 
TEL：(02)8787-9907 FAX：(02)8787-9222 

E-mail：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2020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吃蔬果最有『笑』 

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粉紅色) 

台中市 瑞城國小 三年一班 楊○佑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一年一班 張○瑜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五年二班 邱○晴 

台南市 中洲國小 三年甲班 李○祥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甲班 蔡○樂 

台南市 復興國小 二年一班 廖○宇 

台南市 港尾國小 三年甲班 陳○愷 

宜蘭縣 北成國小 二年七班 邱○芹 

金門縣 金鼎國小 一年二班 陳○昀 

屏東縣 大路關國中小 二年一班 吳○晏 

屏東縣 民生國小 一年一班 黃○綺 

屏東縣 民和國小 一年乙班 陳○晴 

屏東縣 民和國小 一年乙班 林○晴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二年四班 蔡○鋆 

屏東縣 勝利國小 四年三班 范○蕥 

屏東縣 興化國小 五年甲班 李○彥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五年甲班 蘇○尹 

苗栗縣 大埔國小 一年甲班 林○藤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三年一班 張○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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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粉紅色) 

苗栗縣 新隆國小 五年甲班 陳○鏻 

苗栗縣 福星國小 一年甲班 陳○睿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五年甲班 鄭○祐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三年二班 李○婕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一班 陳○柔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四班 林○叡 

桃園市 武漢國小 四年五班 游○奇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三班 李○禎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十一班 吳○恩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五班 汪○晞 

桃園市 草漯國小 二年己班 劉○均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一年二班 鍾○芸 

桃園市 祥安國小 四年甲班 王○琳 

桃園市 新坡國小 二年丁班 鍾○玲 

桃園市 新坡國小 二年戊班 江○瑄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二班 謝○珪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二班 李○霖 

桃園市 龍潭國小 一年一班 徐○宏 

高雄市 中正國小 三年五班 許○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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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粉紅色)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二年二班 王○安 

高雄市 港埔國小 六年一班 林○琛 

高雄市 楠陽國小 二年九班 汪○家 

高雄市 楠陽國小 二年十一班 甯○雯 

高雄市 嘉興國小 一年一班 陳○璇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三年四班 余○威 

新北市 山佳國小 三年一班 陳○ 

新北市 米倉國小 一年孝班 洪○恩 

新北市 米倉國小 六年忠班 汪○緹 

新北市 坪林國小 四年忠班 傅○茗 

新北市 昌平國小 二年九班 吳○恆 

新北市 金龍國小 三年四班 黃○衡 

新北市 清水國小 二年四班 劉○朕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二年八班 黃○柔 

新北市 瑞芳國小 三年五班 方○俞 

新北市 頭前國小 一年三班 游○淵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三班 詹○涓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一年丙班 彭○詩 

嘉義縣 平林國小 一年一班 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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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粉紅色) 

嘉義縣 和睦國小 四年四班 王○淇 

彰化縣 伸東國小 四年甲班 柯○妘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二年丙班 魏○甯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二年戊班 蕭○璇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丁班 陳○希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一年丙班 王○霖 

彰化縣 興華國小 四年甲班 陳○涵 

澎湖縣 中正國小 四年美班 王○彤 

某人毛巾(黃色) 

台中市 大元國小 二年一班 許○宸 

台中市 大元國小 二年七班 曾○柚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二年五班 徐○禾 

台中市 大鵬國小 二年五班 陳○昕 

台中市 外埔國小 二年丁班 范○于 

台中市 外埔國小 三年乙班 李○陽 

台中市 后里國小 一年四班 呂○辰 

台中市 育英國小 二年甲班 邱○安 

台中市 忠孝國小 四年十一班 盧○鈁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一班 廖○棚 

台中市 瑞峰國小 五年一班 洪○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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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黃色)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三年二班 簡○同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戊班 張○禎 

台南市 五王國小 一年三班 李○璦 

台南市 復興國小 二年三班 李○綾 

台南市 港尾國小 一年甲班 李○穎 

金門縣 金鼎國小 一年二班 翁○安 

南投縣 埔里國小 三年一班 李○霈 

屏東縣 民生國小 五年一班 陳○ 

屏東縣 佳義國小 一年甲班 廖○○恩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二年四班 林○栩 

屏東縣 萬丹國小 二年五班 徐○宸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一年甲班 侯○安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三年乙班 劉○淇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三年乙班 張○瀅 

屏東縣 鹽埔國小 三年乙班 林○毅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六年乙班 王○莉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二年九班 洪○庭 

苗栗縣 栗林國小 三年甲班 鄧○軒 

苗栗縣 福星國小 二年乙班 戴○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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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黃色) 

苗栗縣 豐田國小 三年甲班 張○翎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十一班 楊○羽 

桃園市 興國國小 二年七班 陳○禎 

桃園市 龍潭國小 一年四班 翁○涵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一年十班 林○昕 

高雄市 前鎮國小 二年一班 朱○邑 

高雄市 愛群國小 六年一班 蔡○軒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三年三班 魏○洧 

高雄市 漢民國小 四年五班 洪○珊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五年二班 梁○浩 

高雄市 燕巢國小 一年仁班 高○佑 

高雄市 燕巢國小 二年仁班 黃○瑜 

基隆市 成功國小 五年三班 王○妍 

基隆市 信義國小 一年五班 何○語 

基隆市 南榮國小 三年孝班 石○龍 

新北市 屯山國小 五年一班 盧○欣 

新北市 光興國小 三年二班 邱○耘 

新北市 吉慶國小 四年孝班 蘇○源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一年五班 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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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黃色)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二年五班 楊○丞 

新北市 米倉國小 六年孝班 張○萍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七班 卓○涵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一年十四班 黃○勝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二年四班 簡○祐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五年四班 康○榛 

新北市 新興國小 一年三班 吳○皓 

新北市 瑞芳國小 三年二班 顏○宇 

新北市 頭前國小 一年三班 郭○愷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三班 陳○騰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二班 吳○霖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一年十三班 呂○煒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三年勇班 蔡○純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三班 劉○彤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九班 張○維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戊班 夏○廷 

新竹市 陽光國小 二年海亮班 陳○汝 

新竹市 關埔國小 三年三班 洪○勛 

嘉義縣 內甕國小 四年甲班 林○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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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黃色) 

嘉義縣 平林國小 二年一班 陳○安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乙班 陳○潼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乙班 劉○翰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乙班 蔡○諺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三年己班 蕭○津 

彰化縣 朝興國小 二年忠班 王○竣 

澎湖縣 中山國小 六年一班 林○蓁 

某人毛巾(綠色) 

台中市 七星國小 二年甲班 卓○蓁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二年三班 朱○葦 

台中市 月眉國小 二年乙班 陳○晴 

台中市 后里國小 四年四班 李○旋 

台中市 旭光國小 三年二班 張○泠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一班 林○薰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十二班 黃○銨 

台中市 瑞城國小 三年一班 趙○云 

台中市 福陽國小 四年一班 張○緁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五年二班 李○叡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乙班 紀○怡 

台南市 中洲國小 五年甲班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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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綠色) 

台南市 復興國小 二年三班 丁○婉 

宜蘭縣 龍潭國小 三年忠班 吳○歆 

南投縣 埔里國小 三年一班 陳○愷 

南投縣 埔里國小 四年二班 潘○淳 

屏東縣 九如國小 五年二班 湯○宥 

屏東縣 民生國小 一年二班 楊○丞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二年四班 馬○淇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三年三班 黃○捷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三年三班 謝○軒 

屏東縣 惠農國小 四年甲班 吳○慧 

屏東縣 萬丹國小 一年三班 張○涵 

屏東縣 鹽埔國小 一年乙班 柳○菲 

屏東縣 鹽埔國小 五年乙班 公○姍 

苗栗縣 西湖國小 一年甲班 羅○晉 

苗栗縣 西湖國小 六年甲班 劉○彤 

苗栗縣 南河國小 二年甲班 梁○凱 

苗栗縣 南河國小 五年甲班 周○琪 

苗栗縣 新隆國小 五年甲班 吳○芥 

苗栗縣 福基國小 六年甲班 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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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綠色) 

苗栗縣 豐田國小 四年甲班 賴○岑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四班 李○萱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八班 林○恩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三年一班 葉○妤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三班 洪○哲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五班 林○忻 

高雄市 大社國小 四年三班 洪○妡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一年九班 林○誼 

高雄市 昭明國小 三年孝班 黃○葳 

高雄市 昭明國小 五年孝班 邱○木 

高雄市 旗尾國小 三年忠班 張○瑋 

基隆市 西定國小 三年一班 蔡○妍 

基隆市 南榮國小 三年孝班 林○睿 

新北市 屯山國小 六年一班 何○宇 

新北市 屯山國小 六年一班 林○逸 

新北市 北新國小 二年二班 吳○凱 

新北市 光興國小 三年二班 陳○涵 

新北市 米倉國小 四年孝班 張○正 

新北市 板橋國小 二年十四班 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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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綠色) 

新北市 信義國小 一年五班 簡○先 

新北市 信義國小 一年七班 李○恩 

新北市 清水國小 二年十班 蕭○晴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三班 莊○頡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七班 林○瑜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八班 朱○潔 

新竹市 東門國小 四年十一班 高○琳 

新竹市 關埔國小 三年一班 林○暄 

嘉義縣 平林國小 二年三班 江○璿 

嘉義縣 南新國小 二年四班 徐○希 

嘉義縣 南新國小 二年六班 吳○祐 

嘉義縣 南新國小 三年三班 葉○淇 

嘉義縣 南新國小 三年八班 李○霓 

嘉義縣 南新國小 六年二班 陳○萌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甲班 梁○馨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己班 許○蔧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乙班 李○萱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丙班 陳○甄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五年甲班 林○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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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毛巾(綠色) 

彰化縣 花壇國小 四年丁班 吳○妤 

彰化縣 花壇國小 六年丁班 林○翎 

彰化縣 朝興國小 二年忠班 康○安 

彰化縣 興華國小 五年甲班 陳○彤 

澎湖縣 中山國小 二年一班 林○潔 

澎湖縣 花嶼國小 四年甲班 王○文 

某人文青袋 

台中市 七星國小 一年甲班 楊○杰 

台中市 七星國小 二年甲班 王○睿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二年五班 葉○澐 

台中市 月眉國小 二年乙班 吳○諺 

台中市 外埔國小 二年丙班 林○帆 

台中市 后里國小 五年一班 林○諭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五班 李○頤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甲班 陳○宸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七班 賴○宏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八班 尤○鈞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十班 陳○昕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二年一班 馬○尼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五年二班 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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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文青袋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丁班 林○晴 

台中市 龍峰國小 四年三班 李○兒 

台南市 五王國小 一年五班 許○萱 

台南市 崑山國小 二年二班 林○晴 

台南市 港尾國小 六年甲班 徐○琪 

金門縣 金鼎國小 一年二班 翁○瑜 

南投縣 南投國小 三年己班 李○均 

南投縣 埔里國小 三年二班 李○紜 

屏東縣 民和國小 一年乙班 吳○心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三年二班 林○君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三年四班 汪○彬 

屏東縣 德協國小 三年甲班 馮○湘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二年六班 曾○銘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三年十班 莊○鍀 

苗栗縣 栗林國小 三年甲班 張○傑 

桃園市 山豐國小 一年愛班 白○安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二年三班 黃○晴 

桃園市 武漢國小 四年一班 黃○愛 

桃園市 武漢國小 四年三班 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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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文青袋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三年二班 朱○詮 

桃園市 祥安國小 四年甲班 吳○頤 

桃園市 富台國小 三年八班 江○軒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五班 吳○蓁 

高雄市 大同國小 三年一班 楊○潔 

高雄市 大社國小 四年三班 蘇○羽 

高雄市 大社國小 六年二班 許○綺 

高雄市 中正國小 三年五班 唐○玹 

高雄市 昭明國小 六年孝班 韓○芸 

高雄市 港埔國小 四年一班 劉○佐 

高雄市 楠陽國小 三年九班 黃○晴 

高雄市 溪寮國小 三年忠班 阮○慧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三年三班 葉○賢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三年四班 呂○展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三年八班 張○晏 

高雄市 燕巢國小 四年孝班 黃○益 

基隆市 西定國小 三年一班 杜○語 

基隆市 南榮國小 四年忠班 連○諺 

新北市 吉慶國小 四年孝班 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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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文青袋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二年四班 莊○語 

新北市 新和國小 四年六班 丘○安 

新北市 廣福國小 六年五班 陳○萱 

新北市 廣福國小 六年五班 劉○妙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六班 張○茂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十班 吳○霖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六班 廖○鈞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三班 莊○宇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七班 羅○伶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八班 李○營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十班 顏○倢 

新竹市 高峰國小 五年忠班 朱○妤 

嘉義縣 南新國小 二年三班 蘇○晴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王○博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二年丁班 石○祐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一年戊班 杜○瑜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三年己班 黃○煜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五年甲班 李○芸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一年二班 胡○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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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某人文青袋 

彰化縣 興華國小 二年甲班 歐○彤 

彰化縣 興華國小 三年甲班 黃○榿 

彰化縣 興華國小 五年甲班 楊○叡 

澎湖縣 中山國小 二年一班 許○淳 

澎湖縣 中正國小 四年美班 王○銘 

JOIE 購物袋(小) 

+ 

奇異果小方巾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二年五班 徐○冶 

台中市 大南國小 三年甲班 吳○皓 

台中市 大鵬國小 二年五班 彭○婕 

台中市 月眉國小 二年乙班 劉○曜 

台中市 月眉國小 二年甲班 王○恩 

台中市 四張犁國小 三年六班 徐○希 

台中市 忠孝國小 四年七班 林○宏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二年癸班 鄭○如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丙班 陳○存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戊班 李○磊 

台南市 中洲國小 一年甲班 郭○祐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丙班 王○心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乙班 曾○蓉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三年丙班 陳○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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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小) 

+ 

奇異果小方巾 

台南市 崑山國小 二年九班 張○寧 

台南市 復興國小 二年二班 李○安 

屏東縣 九如國小 四年二班 鄧○珊 

屏東縣 忠孝國小 一年一班 洪○慈 

屏東縣 萬丹國小 四年二班 施○豪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三年甲班 黃○誠 

苗栗縣 新隆國小 五年甲班 吳○澄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二年丙班 羅○彤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四班 黃○緹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九班 江○茜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十三班 溫○翎 

桃園市 富台國小 三年六班 宋○怡 

高雄市 大社國小 二年二班 陳○玹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二年五班 李○恩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三年七班 洪○芹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二年四班 劉○昀 

高雄市 港埔國小 三年二班 陳○菁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三年四班 楊○閔 

新北市 山佳國小 三年一班 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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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小) 

+ 

奇異果小方巾 

新北市 吉慶國小 一年忠班 蘇○閔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二年四班 楊○止 

新北市 金龍國小 三年六班 陳○傑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一班 鄧○倫 

新北市 清水國小 二年十三班 吳○軒 

新北市 雲海國小 五年甲班 張○豪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四班 黃○翔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六班 潘○希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三班 姚○謙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三班 洪○雁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九班 朱○軒 

新竹市 建功國小 二年八班 許○棋 

新竹市 關埔國小 三年一班 蕭○溱 

彰化縣 北斗國小 一年乙班 高○愷 

彰化縣 明聖國小 二年忠班 蔡○希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一年一班 周○璁 

澎湖縣 中正國小 四年美班 歐○瑜 

JOIE 購物袋(中) 

+ 

奇異果 5 色蠟筆 

台南市 中洲國小 一年甲班 陳○廷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三年二班 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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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中) 

+ 

奇異果 5 色蠟筆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十三班 王○儀 

桃園市 富台國小 三年八班 曾○承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四班 連○燁 

高雄市 中正國小 三年五班 詹○伃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三年十三班 羅○婷 

高雄市 後庄國小 五年二班 許○琳 

高雄市 楠陽國小 二年十班 邱○洋 

高雄市 燕巢國小 一年孝班 鄭○瑜 

基隆市 成功國小 二年二班 鄒○庭 

基隆市 深澳國小 三年二班 潘○津 

新北市 景新國小 二年二班 楊○叡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五年四班 林○妘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二年十一班 魏○旭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二年一班 翎○ 

嘉義縣 內甕國小 四年甲班 方○紘 

嘉義縣 和睦國小 四年四班 籃○琪 

澎湖縣 中正國小 四年一班 鄭○駿 

澎湖縣 五德國小 三年忠班 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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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大) 

+ 

奇異果造型捲尺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三年乙班 蔡○軒 

台中市 忠孝國小 四年十班 吳○翰 

台中市 東勢國小 一年三班 劉○蕎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二年癸班 蔡○儒 

台中市 瑞井國小 二年三班 呂○瑄 

台中市 瑞城國小 三年六班 余○玫 

台中市 龍峰國小 二年六班 沈○涵 

南投縣 水里國小 四年乙班 賴○婷 

南投縣 光華國小 六年六班 郭○豪 

南投縣 南投國小 三年丁班 張○翎 

屏東縣 豐田國小 六年乙班 楊○瑜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六年二班 吳○宸 

苗栗縣 福星國小 二年乙班 張○彤 

苗栗縣 豐林國小 二年甲班 劉○倫 

桃園市 大溪國小 一年五班 黃○晨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一年丙班 邱○銘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二年二班 陳○溱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十一班 邱○鈞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七班 陳○珺 

mailto: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台北市 105 南京東路五段 16 號 5 樓之 2 
5F, No. 16, Nan-King East Rd., Sec.5 

Taipei, 105, Taiwan, R.O.C 
TEL：(02)8787-9907 FAX：(02)8787-9222 

E-mail：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2020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吃蔬果最有『笑』 

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大) 

+ 

奇異果造型捲尺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八班 林○媛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二年十二班 盧○婷 

高雄市 壽天國小 一年三班 黃○恩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五年四班 林○潁 

基隆市 中和國小 四年二班 林○瑄 

新北市 介壽國小 二年三班 劉○君 

新北市 永福國小 六年七班 謝○翰 

新北市 同榮國小 六年三班 周○瑭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一班 蔡○憲 

新北市 板橋國小 二年十七班 辛○君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四班 許○怡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七班 劉○馨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三班 莊○晨 

新竹市 陽光國小 二年一班 陳○榕 

新竹縣 東興國小 一年九班 溫○彥 

嘉義縣 和睦國小 二年一班 莊○欣 

彰化縣 永豐國小 四年甲班 張○宇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張○崴 

彰化縣 華南國小 一年忠班 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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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JOIE 購物袋(大) 

+ 

奇異果造型捲尺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一年二班 卓○民 

澎湖縣 花嶼國小 三年甲班 劉○慈 

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台中市 七星國小 三年甲班 蔡○昕 

台中市 大鵬國小 四年四班 朱○旻 

台中市 光隆國小 一年一班 楊○蒝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六班 廖○萱 

台中市 東勢國小 一年三班 蔡○彤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二年甲班 顏○智 

台南市 楠西國小 二年一班 江○羽 

屏東縣 惠農國小 四年甲班 陳○宇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一年甲班 鍾○希 

苗栗縣 啟文國小 三年丁班 賴○良 

苗栗縣 福星國小 三年丙班 曾○璇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九班 黃○佑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十一班 李○頡 

桃園市 埔頂國小 六年甲班 黃○皓 

桃園市 祥安國小 四年丙班 吳○嘉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十班 陳○霆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二班 陳○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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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高雄市 四維國小 四年八班 洪○甯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一年七班 柯○惠 

高雄市 兆湘國小 一年忠班 王○婕 

高雄市 前鎮國小 一年一班 王○禾 

高雄市 後庄國小 五年三班 方○椬 

高雄市 嘉興國小 一年一班 吳○語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三年三班 鍾○芯 

基隆市 中和國小 一年一班 蔡○彤 

新北市 五股國小 二年七班 楊○皓 

新北市 光興國小 三年六班 郭○妍 

新北市 吉慶國小 四年孝班 邱○珆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四班 鄭○妤 

新北市 信義國小 一年四班 林○琁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一年四班 陳○郡 

新北市 瑞芳國小 三年五班 陳○妮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三班 呂○蓁 

新竹市 東門國小 四年八班 莊○喆 

新竹市 新竹國小 一年六班 梁○傑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詹○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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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彰化縣 明正國小 三年庚班 林○程 

彰化縣 新水國小 五年甲班 王○稼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二年一班 何○聖 

公湯匙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一年五班 游○羽 

台中市 大楊國小 三年甲班 許○暢 

台中市 大楊國小 四年甲班 黃○甄 

台中市 文光國小 三年丁班 陳○劭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五班 林○畯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十班 何○政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十班 施○丞 

台南市 五王國小 一年五班 狄○柔 

台南市 吉貝耍國小 五年甲班 黃○誌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甲班 顏○佑 

台南市 樹林國小 四年甲班 江○茹 

南投縣 水里國小 四年乙班 胡○萓 

屏東縣 林邊國小 一年乙班 鄭○如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二年四班 何○儀 

屏東縣 勝利國小 二年四班 沈○睿 

屏東縣 鹽埔國小 四年甲班 杜○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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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公湯匙 

屏東縣 豐田國小 四年甲班 傅○雅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四年七班 陳○希 

苗栗縣 福基國小 四年甲班 劉○祐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一年四班 林○平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三年一班 劉○希 

桃園市 快樂國小 六年二班 曹○珊 

桃園市 林森國小 四年八班 馬○晴 

桃園市 建國國小 二年十三班 洪○欣 

桃園市 埔頂國小 六年甲班 古○宇 

桃園市 新街國小 三年六班 陳○希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二班 游○淯 

高雄市 瑞豐國小 綿羊班 柳○坼 

高雄市 瑞豐國小 綿羊班 蕭○廷 

高雄市 瑞豐國小 綿羊班 蘇○丞 

高雄市 旗尾國小 六年忠班 林○妏 

高雄市 漢民國小 四年二班 楊○凱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五年八班 陳○妤 

高雄市 漢民國小 六年六班 曾○宸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一班 洪○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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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公湯匙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二班 朱○任 

新北市 昌平國小 二年九班 吳○恩 

新北市 金龍國小 三年二班 吳○平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一年四班 黃○恩 

新北市 新和國小 四年五班 林○潔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一班 王○尹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五班 蔣○姈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四班 許○霓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二年一班 王○允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一年丁班 陳○霖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己班 吳○真 

新竹縣 東興國小 一年四班 辛○賢 

新竹縣 東興國小 一年九班 莊○瑄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陳○瑋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一年乙班 王○麒 

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台中市 七星國小 二年甲班 李○芹 

台中市 大楊國小 五年甲班 吳○葳 

台中市 大鵬國小 二年五班 高○晉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三班 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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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三班 葉○佑 

台中市 旭光國小 三年三班 江○頡 

台中市 旭光國小 三年三班 林○昀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三班 陳○桐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九班 陳○彤 

台中市 東勢國小 一年三班 黃○瑋 

台中市 崇光國小 二年三班 廖○瞳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己班 王○煥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戊班 王○淳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五班 柳○馨 

台東市 富岡國小 一年甲班 張○凱 

台南市 五王國小 二年七班 陳○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甲班 顏○芯 

台南市 樹林國小 三年甲班 黃○晴 

台南市 樹林國小 四年甲班 楊○硯 

南投縣 嘉和國小 一年丙班 董○翔 

南投縣 嘉和國小 五年乙班 劉○縈 

屏東縣 林邊國小 一年乙班 曹○榕 

屏東縣 豐田國小 五年甲班 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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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屏東縣 鹽埔國小 四年甲班 黃○崴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一年六班 蔡○皓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二年八班 賴○瑞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四年一班 謝○展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一年丙班 陳○誌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一年丙班 劉○瀚 

桃園市 五權國小 二年丙班 江○藝 

桃園市 忠貞國小 一年十一班 洪○翔 

桃園市 武漢國小 四年三班 張○茗 

桃園市 埔頂國小 二年甲班 徐○珊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四班 吳○澄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二年乙班 張○瑄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八班 藍○筑 

桃園市 龍潭國小 一年一班 童○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二年五班 顏○晴 

高雄市 光武國小 一年二班 沈○逸 

高雄市 愛群國小 一年一班 王○云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一年五班 黃○希 

新北市 自強國小 六年二班 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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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新北市 秀峰國小 三年三班 侯○恩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一年九班 陳○帆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十二班 林○諺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一年八班 徐○彤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五年三班 翁○伯 

新北市 新興國小 二年一班 朱○銓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一班 林○毅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十一班 沈○臻 

新北市 鶯歌國小 一年七班 廖○維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二年五班 黃○傑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四班 李○彣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三班 蔡○芯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五班 陳○輔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戊班 楊○霏 

新竹市 新竹國小 一年四班 李○熏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二年甲班 劉○洋 

彰化縣 花壇國小 五年丙班 洪○涵 

彰化縣 新民國小 二年二班 黃○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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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玩偶收納購物袋 

台中市 大元國小 二年一班 陳○渲 

台中市 大同國小 二年五班 王○高 

台中市 大鵬國小 二年五班 張○昕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二年二班 楊○緹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二年甲班 林○珊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甲班 黃○薰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乙班 郭○宣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丙班 林○潔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丁班 許○浚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五班 陳○棋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二年九班 張○綸 

台中市 瑞城國小 三年六班 曾○勛 

台中市 福陽國小 二年二班 秦○呈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丙班 林○仁 

台中市 龍泉國小 二年丙班 林○瑋 

台南市 東興國小 一年乙班 蘇○立 

宜蘭縣 北成國小 二年七班 潘○彤 

南投縣 中寮國小 五年甲班 張○嘉 

南投縣 中寮國小 六年甲班 張○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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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收納購物袋 

南投縣 嘉和國小 二年甲班 陳○洋 

南投縣 嘉和國小 三年乙班 湯○喻 

屏東縣 大潭國小 二年甲班 蘇○慧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六年乙班 張○芸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一年七班 傅○崴 

苗栗縣 建國國小 五年七班 林○綺 

苗栗縣 新隆國小 六年甲班 曾○恩 

苗栗縣 豐林國小 二年甲班 鍾○軒 

苗栗縣 豐林國小 四年甲班 楊○渝 

桃園市 大湖國小 二年二班 廖○瑜 

桃園市 大湖國小 二年三班 蔡○緯 

桃園市 快樂國小 二年二班 汪○希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七班 游○珺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九班 張○彤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二班 翁○涵 

桃園市 新坡國小 二年乙班 許○杰 

桃園市 新坡國小 二年龍班 藍○翔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一班 李○宸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二班 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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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玩偶收納購物袋 

桃園市 德龍國小 三年甲班 甘○翔 

桃園市 龍潭國小 一年一班 鄧○溢 

高雄市 大社國小 二年一班 陳○甄 

高雄市 四維國小 二年十一班 陳○霏 

高雄市 四維國小 四年八班 歐○妍 

高雄市 民族國小 二年五班 趙○荃 

高雄市 民族國小 四年三班 謝○晴 

高雄市 兆湘國小 一年孝班 呂○庭 

高雄市 前鎮國小 二年一班 黃○豪 

高雄市 港埔國小 一年二班 李○家 

高雄市 港埔國小 三年二班 李○庭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三年一班 胡○蓓 

高雄市 壽天國小 一年五班 曾○以 

高雄市 漢民國小 一年九班 梁○芯 

基隆市 成功國小 一年一班 胡○誌 

新北市 金龍國小 三年四班 鄭○恩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一年三班 許○齊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一年三班 許○璘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二班 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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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收納購物袋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一年四班 蔡○恩 

新北市 頭前國小 二年三班 謝○昇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八班 許○瑄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一年十三班 辛○儀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五班 紀○妍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三年勇班 包○勳 

新竹市 東門國小 三年十班 何○茵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乙班 江○翔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己班 林○業 

新竹市 建功國小 二年六班 楊○瑾 

嘉義縣 內甕國小 一年甲班 莊○恩 

彰化縣 成功國小 二年甲班 鄭○璇 

澎湖縣 中正國小 三年美班 李○超 

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台中市 大元國小 二年二班 王○淇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二班 黃○緁 

台中市 內埔國小 三年五班 謝○如 

台中市 月眉國小 二年乙班 王○睿 

台中市 圳堵國小 三年仁班 王○寓 

台中市 忠孝國小 三年五班 陳○成 

mailto: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台北市 105 南京東路五段 16 號 5 樓之 2 
5F, No. 16, Nan-King East Rd., Sec.5 

Taipei, 105, Taiwan, R.O.C 
TEL：(02)8787-9907 FAX：(02)8787-9222 

E-mail：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2020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吃蔬果最有『笑』 

中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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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台中市 崇光國小 二年四班 邱○頡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二年甲班 陳○捷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乙班 陳○沂 

台中市 順天國小 二年己班 李○璇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八班 林○緯 

台中市 塗城國小 一年十班 彭○寧 

台南市 崑山國小 二年十班 李○嘉 

金門縣 金鼎國小 二年一班 呂○睿 

金門縣 金寧國中小 二年一班 楊○群 

屏東縣 林邊國小 五年乙班 陳○欣 

屏東縣 烏龍國小 四年甲班 鄭○函 

屏東縣 烏龍國小 四年乙班 鄭○彤 

苗栗縣 西湖國小 三年甲班 劉○萱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六年乙班 阮○隆 

苗栗縣 福星國小 二年乙班 張○萱 

桃園市 林森國小 四年三班 劉○恩 

桃園市 南美國小 二年十二班 翁○清 

桃園市 富台國小 三年八班 毛○妤 

桃園市 會稽國小 一年三班 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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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桃園市 楊心國小 五年五班 彭○喬 

桃園市 龍山國小 二年五班 康○宜 

桃園市 龍安國小 二年六班 蘇○守 

高雄市 大同國小 二年一班 何○汝 

高雄市 大社國小 一年三班 吳○霖 

高雄市 中正國小 三年五班 劉○玲 

高雄市 光武國小 六年五班 李○萱 

高雄市 光武國小 六年五班 張○芳 

高雄市 愛群國小 六年二班 林○欣 

高雄市 瑞豐國小 二年七班 李○縈 

高雄市 瑞豐國小 金魚班 林○立 

高雄市 瑞豐國小 金魚班 姜○佑 

高雄市 嘉興國小 一年二班 林○辰 

高雄市 燕巢國小 一年忠班 何○榛 

高雄市 燕巢國小 三年孝班 潘○宜 

基隆市 中和國小 一年一班 謝○彬 

基隆市 成功國小 一年一班 辜○杰 

新北市 介壽國小 三年五班 陳○晴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一年五班 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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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二年四班 陳○瑄 

新北市 江翠國小 二年十一班 單○晴 

新北市 昌平國小 二年九班 任○甄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一年五班 周○晨 

新北市 重陽國小 二年七班 魏○叡 

新北市 國泰國小 三年二班 黃○亞 

新北市 新和國小 三年四班 黃○翎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一班 曹○榕 

新北市 裕民國小 一年一班 陳○愷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一班 周○瑀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四年六班 林○平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四年九班 湯○葶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五班 吳○靚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五班 楊○賢 

新竹市 民富國小 一年十一班 楊○硯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一年丁班 張○維 

新竹市 南寮國小 二年戊班 吳○蕎 

新竹縣 東興國小 一年四班 黃○柏 

嘉義縣 和睦國小 二年三班 黃○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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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彰化縣 白沙國小 六年乙班 宋○諺 

彰化縣 白沙國小 六年乙班 林○慈 

彰化縣 白沙國小 六年乙班 莊○媛 

彰化縣 芬園國小 三年甲班 黃○豪 

彰化縣 陸豐國小 三年甲班 朱○欣 

彰化縣 華南國小 六年忠班 黃○柔 

澎湖縣 五德國小 二年忠班 陳○彤 

 

 

 

 

 

 

 

 

 

 

mailto: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台北市 105 南京東路五段 16 號 5 樓之 2 
5F, No. 16, Nan-King East Rd., Sec.5 

Taipei, 105, Taiwan, R.O.C 
TEL：(02)8787-9907 FAX：(02)8787-9222 

E-mail：5aday@canceraway.org.tw 
http://www.canceraway.org.tw 

2020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吃蔬果最有『笑』 

學校團體回收獎中獎名單 
 

學校團體回收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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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1-100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100％ 申請 101-300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90％ 

申請 301-600 本教材，回收率需達 80％ 申請 601 本教材以上，回收率需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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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1 基隆市 東光國小 

2 新北市 自強國小 

3 新北市 瑞芳國小 

4 桃園市 大湖國小 

5 桃園市 五權國小 

6 桃園市 南美國小 

7 桃園市 迴龍國中小 

8 新竹市 南寮國小 

9 新竹市 新竹國小 

10 苗栗縣 栗林國小 

11 苗栗縣 新隆國小 

12 苗栗縣 福基國小 

13 苗栗縣 豐林國小 

14 台中市 文光國小 

15 台中市 水美國小 

16 台中市 育英國小 

17 台中市 內埔國小 

編號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18 台中市 塗城國小 

19 台中市 忠孝國小 

20 彰化縣 育英國小 

21 彰化縣 明正國小 

22 彰化縣 二林國小 

23 彰化縣 永豐國小 

24 彰化縣 新水國小 

25 南投縣 水里國小 

26 南投縣 中寮國小 

27 嘉義縣 梅圳國小 

28 台南市 中洲國小 

29 台南市 港尾國小 

30 屏東縣 大潭國小 

31 台東縣 富岡國小 

32 澎湖縣 花嶼國小 

33 金門縣 柏村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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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團體回收獎中獎名單 
 

依規定抽出 3 所中獎學校，恭喜以下學校：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蔬果獎勵金 3000 元（郵政禮券） 

新北市 自強國小 

苗栗縣 福基國小 

彰化縣 永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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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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