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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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福利熊水果探險隊－『笑』外教學 

中獎名單 

 

獎項 學校縣市 學校名稱 公布姓名 

蔬果冒險遊戲王（桌遊） 

台中市 公明國小 王○捷 

台北市 士東國小 李○甫 

南投縣 水里國小 陳○恩 

桃園市 青溪國小 李○凡 

基隆市 信義國小 蔡○益 

新北市 山佳國小 黃○倫 

新北市 新興國小 廖○晴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周○新 

新竹市 關埔國小 唐○晴 

彰化縣 湳雃國小 何○忻 

蔬果人尺（一組） 

台中市 霧峰幼兒園甲寅分班 魏○佑 

雲林縣 海光幼稚園 洪○淳 

新竹市 陽光國小 黃○芹 

蔬果彩虹 579 野餐墊 

 

台中市 烏日國小 張○辰 

花蓮縣 觀音國小 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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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彩虹 579 野餐墊 

屏東縣 崁頂國小 陳○柔 

高雄市 仁武附幼 萬○哲 

雲林縣 虎尾國小 陳○福 

新北市 介壽國小 鍾○慧 

新竹縣 六家國小 黃○澄 

 

 

 

 

 

 

蔬果總動員收藏盒 

 

 

 

 

 

 

 

台中市 大楊國小 葉○霈 

台中市 公明國小 張○勛 

台中市 綠拇指幼兒園 陳○軒 

台南市 深坑國小 許○蓁 

宜蘭縣 學進國小 陳○彤 

苗栗縣 竹南國小 謝○嫙 

桃園市 新明國小 賴○豪 

桃園市 新明國小 吳○恩 

桃園市 新街國小 宋○穎 

高雄市 瑞豐附幼 林○柔 

高雄市 蔡文國小 陳○薰 

高雄市 鎮北國小 史○潔 

基隆市 信義國小 吳○安 

雲林縣 大屯國小 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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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收藏盒 彰化縣 育英國小 陳○嫻 

 

 

 

 

 

 

 

 

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台中市 內埔國小 王○侑 

台中市 社口國小 張○森 

台中市 咯哩國小 黃○鎬 

台中市 僑仁國小 李○哲 

台中市 賴厝國小 劉○妤 

台中市 豐洲國小 陳○睿 

台北市 和楓園托兒所 孫○安 

台北市 劍潭國小 張○妤 

台南市 寶仁國小 陳○洋 

宜蘭縣 順安國小 呂○宸 

宜蘭縣 礁溪國小 劉○妍 

花蓮縣 中正國小 羅○菲 

南投縣 南投國小 簡○聚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周○妮 

屏東縣 民和國小 李○雨 

苗栗縣 竹南國小 羅○元 

苗栗縣 南湖國小 李○婕 

苗栗縣 南湖國小 范○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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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兒童餐具組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張○欣 

苗栗縣 華興國小 羅○誠 

桃園市 大有國小 簡○羽 

桃園市 中山國小 簡○竹 

桃園市 建國國小 莊○勻 

高雄市 四維國小 薛○伶 

基隆市 南榮國小 簡○妃 

新北市 林鹿國小 唐○堯 

新北市 麗林國小 何○信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唐○呈 

新竹市 竹蓮國小 郭○智 

新竹市 南寮國小 葉○棻 

嘉義縣 過溝國小 陳○安 

彰化縣 大同國小 陳○嘉 

彰化縣 培英國小 方○淯 

澎湖縣 五德國小 蔡○穎 

澎湖縣 竹灣國小 李○寧 

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台中市 合作國小 毛○翔 

台中市 喀哩國小 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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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台南市 崑山國小 李○名 

宜蘭縣 七賢國小 曹○緣 

宜蘭縣 順安國小 黃○菩 

金門縣 多年國小 張○嫣 

苗栗縣 竹南國小 羅○鑫 

苗栗縣 南湖國小 謝○妍 

苗栗縣 南湖國小 葉○芮 

桃園市 大同國小 黃○瑀 

桃園市 大崗國小 陳○璇 

桃園市 山腳國小 徐○螢 

桃園市 新街國小 賴○彤 

桃園市 新街國小 巫○芯 

高雄市 中正國小 郭○廷 

高雄市 援中國小 徐○暉 

高雄市 瑞豐國小 周○霖 

高雄市 壽天國小 陳○妤 

基隆市 南榮國小 黃○瑜 

基隆市 南榮國小 葉○綺 

新北市 成功國小 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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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太郎環保餐具組 

 

新北市 重陽國小 孫○敬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汪○嬡 

新竹縣 建功國小 洪○謙 

彰化縣 育英國小 劉○彤 

彰化縣 新民國小 葉○蓉 

奇異果噴水風扇 

台中市 大智國小 宋○恬 

台中市 追分國小 洪○哲 

台南市 公誠國小 黃○勳 

桃園市 北門國小 唐○璐 

新北市 龜山國小 張○昕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張○恩 

彰化縣 三春國小 蕭○翔 

 

 

 

奇異果小布偶 

 

 

 

台中市 大仁國小 吳○嘉 

台中市 大坑國小 王○成 

台中市 得家國小 楊○萮 

台中市 復興國小 許○閔 

台中市 進德國小 龔○妘 

台北市 永吉國小 王○瑩 

苗栗縣 後庄國小 張○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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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小布偶 

桃園市 忠貞國小 陳○毅 

新竹市 三民國小 王○晧 

彰化縣 漢寶國小 康○賢 

MOZ 玩偶毛毯組 黃 

台中市 太平國小 張○妤 

台中市 水美國小 王○哲 

台中市 竹林國小 蔡○宇 

台北市 五常國小 陳○雅 

花蓮縣 大禹國小 黃○嫻 

花蓮縣 月眉國小 林○瑜 

南投縣 水里國小 楊○新 

苗栗縣 建國國小 王○驊 

桃園市 後厝國小 許○珍 

桃園市 慈文國小 柳○翰 

桃園市 新明國小 羅○晴 

彰化縣 大興國小 游○碩 

 

MOZ 玩偶毛毯組 綠 

 

 

台中市 協和國小 唐○希 

台中市 岸裡國小 王○紘 

台南市 裕文國小 潘○勳 

花蓮縣 中正國小 黃○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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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 玩偶毛毯組 綠 

花蓮縣 水璉國小 張○萱 

屏東縣 瓦磘國小 許○斌 

苗栗縣 三之三幼兒園（嘉新校） 徐○菱 

桃園市 青溪國小 張○瑄 

桃園市 迴龍國小 朱○榕 

基隆市 華興國小 黃○期 

新北市 新和國小 陳○翌 

澎湖縣 中正國小 林○ 

 

 

 

 

 

JOIE 大購物袋 淡粉色 

 

 

 

 

 

台中市 大肚國小 陳○薇 

台中市 東陽國小 吳○穎 

台中市 磊川國小 黃○嘉 

台中市 賴厝國小 張○安 

台北市 中正國小 吳○寧 

台北市 木柵國小 張○萌 

台南市 永信國小 胡○靜 

台南市 河東國小 楊○甄 

宜蘭縣 利澤國小 徐○婷 

花蓮縣 月眉國小 李○祥 

金門縣 多年國小 楊○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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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大購物袋 淡粉色 

 

 

 

 

 

 

 

 

 

南投縣 集集國小 陳○函 

屏東縣 仁和國小 林○申 

屏東縣 新興國小 林○瑄 

桃園市 大崗國小 吳○禔 

桃園市 大湖國小 賴○順 

桃園市 大溪國小 游○蓁 

桃園市 青溪國小 邱○仁 

桃園市 建國國小 翁○潔 

桃園市 會稽國小 王○哲 

桃園市 德龍國小 劉○庭 

高雄市 大樹國小 林○希 

高雄市 中正國小 黃○晞 

高雄市 昭明國小 簡○蓁 

高雄市 愛群國小 陳○睿 

高雄市 瑞豐附幼 蕭○廷 

高雄市 嘉興國小 黃○涵 

基隆市 信義國小 胡○麒 

新北市 介壽國小 阮○凱壕 

新北市 重陽國小 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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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大購物袋 淡粉色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林○晨 

新北市 麗林國小 葉○幼 

新北市 鶯歌國小 陳○蓉 

新竹市 三民國小 葉○菲 

新竹市 南寮國小 方○萍 

新竹市 建功國小 蔡○岑 

嘉義縣 三江國小 蘇○柔 

彰化縣 北斗國小 施○君 

彰化縣 新水國小 施○辰 

澎湖縣 中正國小 莊○淇 

 

 

 

 

JOIE 中購物袋 深藍色 

 

 

 

 

台中市 大甲國小 戴○宇 

台中市 協和國小 李○綾 

台中市 東園國小 林○緹 

台南市 永信國小 許○晨 

台南市 菁寮國小 許○銓 

宜蘭縣 順安國小 簡○宇 

宜蘭縣 學進國小 周○亦 

南投縣 埔里國小 陳○喬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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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中購物袋 深藍色 

苗栗縣 西湖國小 蔡○甯 

苗栗縣 福星國小 黃○言 

桃園市 林森國小 高○悕 

桃園市 新明國小 徐○逸 

基隆市 信義國小 高○恩 

基隆市 建德國小 陳○元 

新北市 三多國小 余○定 

新竹市 三門國小 劉○樂 

新竹縣 竹北國小 蘇○景 

彰化縣 三春國小 巫○樺 

彰化縣 育英國小 謝○廷 

 

 

 

JOIE 小購物袋 

 

 

 

 

台中市 三和國小 許○瑀 

台中市 大雅國小 張○蕎 

台中市 內新國小 謝○辰 

台中市 合作國小 呂○修 

台中市 西寧國小 蔡○妮 

台中市 宜欣國小 劉○道 

台中市 軍功國小 林○瑄 

台中市 龍津國小 楊○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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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小購物袋 

 

 

 

 

 

 

 

 

 

台北市 新興國小 張○葳 

台北市 葫蘆國小 郭○欣 

台南市 仁光國小 侯○嘉 

台南市 佳里國小 陳○雅 

宜蘭縣 永樂國小 蔡○評 

宜蘭縣 壯圍國小 賴○晨 

宜蘭縣 順安國小 簡○芸 

宜蘭縣 礁溪國小 林○璇 

花蓮縣 月眉國小 林○語 

南投縣 水里國小 方○杰 

南投縣 南投國小 李○宇 

南投縣 集集國小 伍○嘉 

屏東縣 中正國小 董○鑫 

屏東縣 瓦磘國小 張○允 

屏東縣 佳義國小 潘○希 

屏東縣 高樹國小 周○瑄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潘○君 

苗栗縣 西湖國小 李○萱 

苗栗縣 建國國小 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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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小購物袋 

 

 

 

 

 

 

 

 

 

 

桃園市 楊心國小 鄧○靚 

桃園市 德龍國小 林○汝 

桃園市 龍山國小 洪○妤 

桃園市 龍潭國小 劉○佑 

高雄市 高師大附小 劉○維 

高雄市 登發國小 黃○睿 

高雄市 楠陽國小 童○恩 

高雄市 瑞祥國小 李○齊 

基隆市 信義國小 王○恩 

基隆市 建德國小 王○行 

基隆市 建德國小 張○羽 

新北市 五股國小 范○耘 

新北市 介壽國小 賴○睿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林○佳 

新北市 麗林國小 游○玉 

新竹市 三民國小 陳○辰 

新竹市 關埔國小 許○瀚 

新竹縣 博愛國小 洪○宬 

嘉義縣 三江國小 洪○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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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E 小購物袋 

嘉義縣 網寮國小 黃○楷 

彰化縣 育英國小 陳○亦 

澎湖縣 中正國小 張○恩 

澎湖縣 中正國小 葉○潔 

 

 

 

 

 

 

 

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基隆市 正濱國小 尤○喬 

台中市 東園國小 陳○霓 

台中市 烏日國小 黃○甄 

台中市 復興國小 賴○吉 

台中市 瑞峰國小 尹○宇 

台中市 瑞峰國小 紀○嘉 

台中市 賴厝國小 吳○憶 

台中市 賴厝國小 陳○霏 

台北市 信義國小 游○緁 

台北市 葫蘆國小 李○瑩 

台北市 劍潭國小 賴○昊 

台南市 和順國小 徐○涵 

金門縣 正義國小 王○萍 

南投縣 中原國小 廖○亘 

南投縣 水里國小 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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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南投縣 炎峰國小 李○軒 

南投縣 埔里國小 王○均 

屏東縣 玉田國小 吳○明 

屏東縣 瓦磘國小 李○蘋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楊○靜 

苗栗縣 建國國小 李○睿 

苗栗縣 建國國小 羅○瑄 

苗栗縣 建國國小 林○偵 

桃園市 大湖國小 林○妍 

桃園市 后厝國小 陳○艷 

桃園市 會稽國小 游○荃 

桃園市 龍山國小 王○宇 

桃園市 龍潭國小 呂○瑱 

高雄市 大社國小 蔡○璇 

高雄市 中正國小 許○恩 

高雄市 仕隆國小 林○軒 

高雄市 河濱國小 羅○晴 

高雄市 昭明國小 吳○樺 

雲林縣 鎮東國小 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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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熊保冷袋野餐墊 

新北市 中園國小 劉○蓁 

新北市 清水國小 張○欣 

新竹市 建功國小 張○千 

新竹縣 博愛國小 賴○勳 

嘉義縣 網寮國小 戴○茹 

彰化縣 北斗國小 楊○軒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許○鑫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詹○媞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詹○嵎 

彰化縣 育英國小 陳○羽 

彰化縣 僑信國小 張○騰 

澎湖縣 中正國小 蔡○言 

 

 

 

公湯匙 

 

 

 

台中市 大甲國小 林○荷 

台中市 中正國小 柯○暐 

台中市 內新國小 李○霆 

台中市 內新國小 謝○鈞 

台中市 文光國小 陳○辰 

台中市 合作國小 陳○語 

台中市 竹林國小 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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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湯匙 

 

 

 

 

 

 

 

 

 

台中市 西岐國小 郭○睿 

台中市 協和國小 馮○宇 

台中市 東陽國小 許○尹 

台中市 僑仁國小 林○如 

台南市 白河國小 王○綺 

宜蘭縣 光復國小 黃○霈 

宜蘭縣 庄園國小 游○倫 

宜蘭縣 學進國小 陳○榛 

花蓮縣 中正國小 張○愷 

南投縣 中原國小 洪○唯 

南投縣 水里國小 游○宇 

南投縣 育樂國小 鄧○升 

南投縣 炎峰國小 王○霏 

南投縣 埔里國小 張○紳 

屏東縣 九如國小 陳○蓉 

屏東縣 東寧國小 徐○涵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梁○維 

苗栗縣 竹南國小 張○胤 

苗栗縣 建功國小 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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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湯匙 

 

 

 

 

 

 

 

 

 

 

桃園市 大園國小 張○煜 

桃園市 北門國小 鄭○芮 

桃園市 快樂國小 蘇○恩 

桃園市 慈文國小 梁○絜 

桃園市 新明國小 林○安 

桃園市 新勢國小 邱○瑄 

桃園市 會稽國小 詹○安 

高雄市 楠陽國小 林○羽 

高雄市 漢民國小 林○廷 

高雄市 龍華國小 楊○熙 

高雄市 鎮北國小 史○維 

新北市 三多國小 許○辰 

新北市 三芝國小 江○ 

新北市 介壽國小 連○諾 

新北市 文化國小 李○昀 

新北市 信義國小 吳○禕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林○宥 

新竹市 三民國小 戴○辰 

嘉義縣 過溝國小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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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湯匙 

彰化縣 竹塘國小 林○璇 

彰化縣 育英國小 李○頤 

彰化縣 員林國小 鄭○心 

彰化縣 培英國小 姚○如 

彰化縣 僑信國小 魏○蓉 

 

 

 

 

 

 

兒童創作故事集 3 本/套 

 

 

 

 

 

 

 

台中市 三和國小 廖○綾 

台中市 大仁國小 吳○語 

台中市 大甲國小 紀○希 

台中市 甲南國小 黃○易 

台中市 竹林國小 陳○妤 

台中市 竹林國小 陳○駖 

台中市 宜欣國小 張○芳 

台中市 社口國小 劉○樂 

台中市 瑞井國小 林○叡 

台中市 賴厝國小 王○東 

台北市 士東國小 許○軒 

台北市 文昌國小 盧○彣 

台北市 民族國小 洪○ 

台北市 民族國小 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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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故事集 3 本/套 

 

 

 

 

 

 

 

 

 

 

台北市 興德國小 林○澄 

台南市 五王國小 吳○逸 

台南市 海佃國小 邱○譯 

台南市 楠西國小 曾○妍 

宜蘭縣 利澤國小 白○巧 

宜蘭縣 礁溪國小 林○祐 

花蓮縣 中正國小 曾○ 

花蓮縣 水璉國小 楊○淏 

南投縣 水里國小 楊○宜 

屏東縣 大平國小 尤○諺 

屏東縣 瓦瑤國小 李○慧 

屏東縣 佳義國小 池○菲 

屏東縣 高樹國小 張○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陳○維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魏○呈 

苗栗縣 建功國小 林○佑 

苗栗縣 福星國小 崔○晨 

苗栗縣 豐林國小 劉○翰 

桃園市 快樂國小 葉○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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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故事集 3 本/套 

 

 

 

 

 

 

 

 

 

桃園市 忠貞國小 徐○榆 

桃園市 新明國小 陳○熙 

桃園市 新明國小 彭○紘 

高雄市 五林國小 吳○和 

高雄市 仕隆國小 蘇○誠 

高雄市 仕隆國小 江○論 

高雄市 明德國小 歐○丞 

高雄市 愛群國小 張○杰 

高雄市 楠陽國小 黃○恩 

高雄市 楠陽國小 蘇○恩 

高雄市 瑞興國小 林○湄 

高雄市 瑞興國小 余○駿 

高雄市 瑞豐國小 呂○陞 

高雄市 燕巢國小 李○妤 

基隆市 南榮國小 張○逸 

基隆市 南榮國小 簡○廷 

基隆市 建德國小 陳○希 

雲林縣 華南國小 吳○宇 

新北市 三多國小 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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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故事集 3 本/套 

 

 

 

 

 

 

 

 

 

 

新北市 山佳國小 王○州 

新北市 文德國小 郭○睿 

新北市 成功國小 余○璇 

新北市 江翠國小 郭○鈺 

新北市 沙崙附幼 孔○玲 

新北市 清水國小 林○澤 

新北市 頂埔國小 解○勛 

新北市 濂洞國小 吳○語 

新北市 麗林國小 黃○祈 

新北市 麗林國小 黃○頤 

新北市 麗林國小 蘇○丞 

新北市 麗林國小 林○幼 

新北市 鶯歌國小 陳○桐 

新竹市 三民國小 陳○槿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伍○樺 

新竹市 南寮國小 彭○竹 

新竹市 高峰國小 王○蕾 

新竹縣 博愛國小 陳○心 

彰化縣 北斗國小 陳○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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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故事集 3 本/套 

 

彰化縣 育英國小 蕭○箖 

彰化縣 育英國小 黃○穎 

彰化縣 育英國小 賴○諺 

彰化縣 新水國小 施○瑀 

彰化縣 僑信國小 江○蕎 

彰化縣 橋信國小 賴○如 

澎湖縣 中正國小 蔡○珊 

澎湖縣 五德國小 程○厹 

澎湖縣 竹灣國小 林○蒨 

 

 

 

 

奇異果五色蠟筆 

 

 

 

 

 

台中市 大甲國小 郭○沂 

台中市 大智國小 陳○榕 

台中市 公明國小 孫○晴 

台中市 外埔國小 張○閔 

台中市 協和國小 蔡○廷 

台中市 協和國小 陳○穎 

台中市 岸裡國小 王○硯 

台中市 清水國小 何○淵 

台中市 復興國小 陳○婕 

台東市 富岡國小 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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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五色蠟筆 

 

 

 

 

 

 

 

 

台南市 仁光國小 魏○特 

台南市 永信國小 謝○成 

台南市 佳里國小 黃○鈞 

宜蘭縣 礁溪國小 林○廷 

宜蘭縣 礁溪國小 林○蓉 

金門縣 正義國小 陳○勳 

金門縣 多年國小 鄒○桓 

南投縣 育樂國小 王○鈞 

屏東縣 瓦磘國小 陳○伶 

屏東縣 屏大附小 吳○恩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周○廷 

苗栗縣 建國國小 蔡○菲 

桃園市 大湖國小 魏○誠 

桃園市 慈文國小 馬○芹 

高雄市 右昌國小 王○廷 

高雄市 崁頂國小 陳○柔 

高雄市 瑞祥國小 林○婕 

高雄市 瑞祥國小 陳○光 

高雄市 漢民國小 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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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五色蠟筆 

 

 

 

 

 

 

 

 

 

 

高雄市 鳳翔國小 洪○恩 

高雄市 蔡文國小 廖○裕 

高雄市 龍華國小 楊○清 

高雄市 觀音國小 吳○辰 

基隆市 聖心國小 錢○辰 

新北市 五股國小 梁○嘉 

新北市 成功國小 黃○妍 

新北市 長安國小 江○語 

新北市 重陽國小 陳○巽 

新北市 清水國小 謝○珈 

新北市 頂埔國小 廖○棛 

新北市 麗林國小 江○緹 

新北市 麗林國小 黃○熙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劉○艷 

新竹市 建功國小 張○棠 

新竹市 新竹國小 江○育 

新竹縣 福興國小 葉○辰 

彰化縣 大興國小 梁○彤 

彰化縣 竹塘國小 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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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五色蠟筆 

 

彰化縣 新民國小 楊○涵 

彰化縣 僑信國小 陳○芮 

 

 

 

 

 

 

 

奇異果伸縮飛盤 

 

 

 

 

 

 

 

 

 

台中市 大元國小 連○緯 

台中市 大楊國小 楊○瑄 

台中市 宜欣國小 林○宸 

台北市 民生國小 莊○淇 

台北市 劍潭國小 張○邦 

台南市 東興國小 張○詩恩 

台南市 龍崎國小 黃○娜 

宜蘭縣 大洲國小 李○恩 

宜蘭縣 冬山國小 邱○妡 

宜蘭縣 順安國小 陳○有 

花蓮縣 中正國小 林○翰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楊○鋆 

屏東縣 慧僑幼兒園 黃○婷 

屏東縣 繁華國小 吳○宸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阮○德新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陳○玄 

苗栗縣 建國國中 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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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伸縮飛盤 

 

 

 

 

 

 

 

 

 

 

桃園市 大湖國小 楊○羽 

桃園市 元生國小 林○緯 

桃園市 石門國小 鄭○玲 

桃園市 林森國小 陳○妍 

桃園市 新明國小 謝○嫣 

桃園市 龍山國小 柯○亞 

高雄市 愛群國小 葉○彤 

高雄市 瑞祥國小 曾○涵 

高雄市 瑞豐國小 蘇○言 

高雄市 漢民國小 張○晏 

高雄市 福誠國小 沈○諭 

高雄市 蔡文國小 謝○頡 

基隆市 南榮國小 鄭○予 

基隆市 建德國小 張○樂 

基隆市 建德國小 俞○朗 

新北市 三多國小 郭○萱 

新北市 五股國小 李○昇 

新北市 五股國小 鄭○芯 

新北市 介壽國小 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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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伸縮飛盤 

 

 

新北市 成功國小 吳○凝 

新北市 崇德國小 黃○樂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楊○捷 

新北市 麗林國小 葉○廷 

新竹市 關埔國小 吳○筠 

彰化縣 三春國小 林○霓 

彰化縣 大同國小 徐○恩 

彰化縣 大同國小 李○潔 

彰化縣 大同國小 黃○睿 

彰化縣 仁豐國小 楊○語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莊○茵 

彰化縣 西港國小 許○菱 

彰化縣 育英國小 張○晴 

彰化縣 育英國小 林○安 

 

 

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台中市 三和國小 陳○心 

台中市 大元國小 謝○霖 

台中市 大甲國小 塗○萱 

台中市 大雅國小 朱○漢 

台中市 文光國小 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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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台中市 立人國小 徐○蓉 

台中市 圳堵國小 陳○絜 

台中市 東園國小 余○偉 

台中市 龍津國小 蔡○維 

台北市 大湖國小 李○涵 

台北市 民生國小 傅○誠 

台北市 民生國小 陳○綾 

台北市 永建國小 林○臻 

台北市 西松國小 蕭○筑 

台北市 信義國小 李○綾 

台北市 龍潭國小 宋○莉 

台南市 中洲國小 陳○安 

宜蘭縣 冬山國小 陳○騏 

宜蘭縣 光復國小 林○恩 

花蓮縣 中正國小 陳○鍇 

金門縣 古寧國小 莊○芃 

南投縣 水里國小 田○瑋 

南投縣 南投國小 蔡○宇 

南投縣 埔里國小 楊○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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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南投縣 埔里國小 賴○瑜 

南投縣 埔里國小 李○紜 

屏東市 和平國小 林○軒 

屏東縣 中正國小 方○喬 

屏東縣 玉田國小 黃○淵 

苗栗縣 竹南國小 李○葶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陳○邡 

苗栗縣 南湖國小 彭○菁 

苗栗縣 南湖國小 李○宸 

苗栗縣 南湖國小 李○恩 

苗栗縣 南湖國小 葉○妤 

苗栗縣 城中國小 陳○萱 

苗栗縣 建國國小 黎○語 

苗栗縣 華興國小 羅○嘉 

苗栗縣 福星國小 李○翔 

桃園市 大同國小 古○瑄 

桃園市 大竹國小 楊○竹 

桃園市 大園國小 黃○芸 

桃園市 中平國小 朱○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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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桃園市 忠貞國小 劉○宇 

桃園市 青溪國小 黃○妤 

桃園市 南崁國小 陳○霆 

桃園市 陳康國小 劉○晴 

桃園市 富台國小 黃○洢 

桃園市 慈文國小 黃○愷 

桃園市 新明國小 陳○育 

桃園市 德龍國小 范○士晉 

高雄市 右昌國小 王○茵 

高雄市 林園國小 廖○葳 

高雄市 愛群國小 符○詳 

高雄市 瑞興國小 郭○彤 

高雄市 瑞豐國小 徐○庭 

高雄市 漢民國小 利○叡 

高雄市 蔡文國小 涂○瀚 

基隆市 南榮國小 賴○文 

基隆市 建德國小 陳○語 

基隆市 建德國小 翁○鴻 

基隆市 建德國小 陳○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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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新北市 三多國小 趙○秀 

新北市 三芝國小 江○庭 

新北市 介壽國小 高○恩 

新北市 長坑國小 洪○遠 

新北市 信義國小 何○婕 

新北市 信義國小 曾○妍 

新北市 重陽國小 陳○誌 

新北市 重陽國小 陳○萁 

新北市 頂埔國小 徐○峰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李○祐 

新北市 新和國小 賴○彤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朱○諺 

新北市 瑞芳國小 方○彤 

新竹市 三民國小 洪○淯 

新竹市 三民國小 黃○歆 

新竹市 三民國小 戴○辰 

新竹市 三民國小 鄭○安 

新竹縣 博愛國小 王○傑 

嘉義縣 三江國小 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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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總動員束口袋 

 

 

 

嘉義縣 柳林國小 曾○璨 

嘉義縣 網寮國小 戴○ 

彰化縣 大同國小 游○妤 

彰化縣 大同國小 盧○翰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詹○棠 

彰化縣 竹塘國小 張○文 

彰化縣 育英國小 廖○慈 

彰化縣 培英國小 陳○村 

彰化縣 湳雅國小 林○緯 

澎湖縣 中正國小 鄭○妘 

澎湖縣 中正國小 李○超 

 

 

 

 

奇異果菜瓜布 

 

 

 

台中市 大甲國小 吳○瑄 

台中市 內埔國小 陳○ 

台中市 四張犁國小 楊○宸 

台中市 岸裡國小 游○淞 

台中市 省三國小 王○御 

台中市 僑仁國小 吳○穎 

台北市 大同國小 陳○彤 

台東市 富岡國小 莊○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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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菜瓜布 

 

 

 

 

 

 

台南市 公誠國小 鄭○志 

台南市 文化國小 許○妘 

台南市 東興國小 姜○佑 

宜蘭縣 礁溪國小 簡○ 

花蓮縣 中正國小 吳○熹 

金門縣 古寧國小 莊○全 

金門縣 多年國小 李○容 

南投縣 埔里國小 詹○倪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吳○萱 

屏東縣 高樹國小 涂○靚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郭○祐 

苗栗縣 建國國小 衛○玄 

苗栗縣 烏眉國小 劉○安 

桃園市 三民國小 潘○民 

桃園市 中貞國小 蔡○程 

桃園市 四維附幼 鍾○樂 

桃園市 快樂國小 陳○芯 

桃園市 林森國小 謝○均 

桃園市 新明國小 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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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菜瓜布 

 

 

 

 

 

 

 

桃園市 會稽國小 陳○誠 

高雄市 中正國小 孫○勛 

高雄市 仕隆國小 楊○伊 

基隆市 信義國小 江○恩 

基隆市 南榮國小 陳○棻 

基隆市 建德國小 陳○薰 

基隆市 華興國小 楊○羽 

新北市 山佳國小 楊○䀄 

新北市 信義國小 蘇○慈 

新北市 重陽國小 朱○宜 

新北市 清水國小 呂○瑄 

新北市 新興國小 徐○閔 

新竹市 三民國小 侯○安 

新竹市 竹蓮國小 許○碩 

新竹縣 博愛國小 李○杰 

彰化縣 大同國小 柯○皓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詹○翔 

彰化縣 育英國小 林○安 

彰化縣 東溪國小 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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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菜瓜布 

彰化縣 南興國小 林○緯 

彰化縣 培英國小 呂○諭 

彰化縣 僑信國小 江○睿 

彰化縣 福興國小 邱○喬 

 

 

 

 

 

 

 

某人毛巾黃色 

 

 

 

 

 

 

 

台中市 大甲國小 陳○峰 

台中市 大坑國小 劉○甯 

台中市 大鵬國小 鍾○旭 

台中市 公明國小 林○妤 

台中市 立人國小 林○岑 

台中市 竹林國小 顏○育 

台中市 西寧國小 吳○辰 

台中市 協和國小 游○葦 

台中市 泰安國小 廖○傑 

台中市 崇光國小 曹○通 

台中市 崑山國小 李○頣 

台中市 進德國小 莊○羚 

台中市 黃竹國小 黃○琳 

台中市 新平國小 周○妍 

台中市 葳肯幼兒園 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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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毛巾黃色 

 

 

 

 

 

 

 

 

 

台中市 僑仁國小 黃○維 

台中市 廍子國小 王○翔 

台中市 賴厝國小 陳○禹 

台北市 仁愛國小 賴○彤 

台北市 內湖國小 高○廷 

台北市 東門國小 王○妤 

台北市 信義國小 王○萱 

台東市 富岡國小 葉○琳 

台東市 富岡國小 曾○禎 

台南市 中洲國小 陳○蒨 

台南市 白河國小 陳○翎 

台南市 和順國小 李○如 

台南市 忠義國小 錢○瑀 

台南市 東山國小 蘇○恩 

台南市 東興國小 黃○翔 

台南市 崑山國小 楊○睿 

台南市 崑山國小 陳○萱 

宜蘭縣 北成國小 戴○澤 

宜蘭縣 利澤國小 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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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毛巾黃色 

 

 

 

 

 

 

 

 

 

 

宜蘭縣 壯圍國小 張○莘 

宜蘭縣 順安國小 李○葳 

花蓮縣 中正國小 李○慧 

花蓮縣 水璉國小 黃○媗 

花蓮縣 長良國小 黃○庭 

金門縣 正義國小 何○綸 

金門縣 金鼎國小 林○辰 

金門縣 金鼎國小 楊○芯 

南投縣 水里國小 蘆○伶 

南投縣 水里國小 陳○慧 

南投縣 平林國小 李○萱 

南投縣 炎峰國小 洪○恩 

南投縣 炎峰國小 魯○函 

屏東縣 玉田國小 洪○淳 

屏東縣 瓦磘國小 許○雯 

屏東縣 佳義國小 巫○妤 

屏東縣 東寧國小 黃○恩 

屏東縣 東寧國小 張○琪 

屏東縣 東寧國小 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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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毛巾黃色 

 

 

 

 

 

 

 

 

 

 

屏東縣 高樹國小 許○睿 

屏東縣 高樹國小 劉○恩 

苗栗縣 竹南國小 林○丞 

苗栗縣 竹南國小 顏○佑 

苗栗縣 南湖國小 張○桓 

苗栗縣 建功國小 謝○奕 

桃園市 大同國小 曾○綺 

桃園市 大同國小 陳○婕 

桃園市 山腳國小 劉○妍 

桃園市 中埔國小 陳○軒 

桃園市 元生國小 曾○杰 

桃園市 林森國小 黃○亞 

桃園市 青溪國小 陳○ 

桃園市 建國國小 謝○蓁 

桃園市 迴龍國小 徐○恩 

桃園市 會稽國小 陳○穎 

桃園市 會稽國小 劉○余 

桃園市 德龍國小 郝○融 

高雄市 中正國小 方○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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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毛巾黃色 

 

 

 

 

 

 

 

 

 

高雄市 南成國小 翁○宥 

高雄市 莒光國小 王○鈞 

高雄市 愛群國小 呂○廷 

高雄市 瑞豐國小 李○槿 

高雄市 嘉興國小 洪○蕙 

高雄市 漢民國小 許○緁 

高雄市 漢民國小 楊○瑜 

高雄市 漢民國小 陳○羽 

高雄市 漢民國小 陳○錡 

高雄市 蔡文國小 李○翰 

高雄市 燕巢國小 方○翔 

高雄市 觀音國小 蕭○誠 

基隆市 成功國小 王○宸 

基隆市 信義國小 吳○芸 

基隆市 建德國小 張○堳 

雲林縣 明倫國小 侯○帆 

新北市 三芝國小 郭○辰 

新北市 三芝國小 謝○晟 

新北市 山佳國小 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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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中園國小 鍾○翰 

新北市 仁愛國小 周○芮 

新北市 北新國小 洪○絜 

新北市 安溪國小 郭○綺 

新北市 成功國小 周○妍 

新北市 秀峰國小 吳○瑾 

新北市 信義國小 陳○甫 

新北市 信義國小 簡○先 

新北市 重陽國小 周○霖 

新北市 頂埔國小 陳○宇 

新北市 頂埔國小 林○民 

新北市 頂埔國小 黃○誠 

新北市 新興國小 楊○熹 

新北市 龜山國小 吳○桐 

新北市 麗林國小 詹○恩 

新北市 麗林國小 賀○宸 

新北市 麗林國小 卞○ 

新北市 麗林國小 李○瑋 

新竹市 三民國小 江○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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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三民國小 陳○源 

新竹市 青草湖國小 王○晴 

新竹市 南寮國小 邱○昕 

新竹市 高峰國小 曾○琪 

新竹市 關埔國小 黃○宇 

新竹縣 博愛國小 潘○棋 

新竹縣 博愛國小 蘇○晴 

嘉義縣 三江國小 林○晴 

嘉義縣 大南國小 林○勳 

嘉義縣 松梅國小 周○甯 

嘉義縣 柳林國小 方○騰 

彰化縣 三春國小 顧○維 

彰化縣 竹塘國小 莊○涵 

彰化縣 育英國小 陳○安 

彰化縣 育英國小 游○甯 

彰化縣 育英國小 李○展 

彰化縣 育英國小 蔡○亦 

彰化縣 育英國小 侯○曼 

彰化縣 明正國小 曾○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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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人毛巾黃色 

 

彰化縣 員林國小 林○瑩 

彰化縣 僑信國小 蕭○暄 

彰化縣 僑信國小 陳○軒 

彰化縣 漢寶國小 許○婕 

彰化縣 橋信國小 詹○衡 

澎湖縣 五德國小 石○潤 

澎湖縣 鳥嶼國小 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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