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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禮卷 500 元，共 20 名 
(每張面額 100 元，共 5 張) 

 
 
 
 
 
 
 
 
 
 
 
 
 

 
圖書禮卷 100 元，共 100 名 

01 游*棋  桃園市蘆竹區 
02 張*冠  宜蘭縣羅東鎮 
03 魏*瑜  台中市南區 
04 施*萱  台北市中山區 
05 廖*玉  雲林縣二崙鄉 
06 巫*穎  南投縣草屯鎮 
07 魏*帆  桃園市龍潭區 
08 尤*聿  台中市大里區 
09 林*宜  高雄市梓官區 
10 余*愷  宜蘭縣頭城鎮 
11 劉*勝  台北市中山區 
12 楊*婷  新北市三峽區 

51 蔡*恩  高雄市苓雅區 
52 鄭*謙  臺中市豐原區 
53 張*誠  桃園市桃園區 
54 曾*傑  高雄市鼓山區 
55 林*文  新北市板橋區 
56 林*琦  台南市安平區 
57 陳*靜  台中市后里區 
58 王*鵬  新北市汐止區 
59 王*瑩  台北市中正區 
60 程*倫  高雄市前金區 
61 李*芸  彰化縣田尾鄉 
62 潘*珠  台東縣成功鎮 

01 蘇*媚  花蓮縣卓溪鄉 
02 杜*妮  新北市新莊區 
03 李*蓁  台北市士林區 
04 謝*益  桃園市觀音區 
05 詹*豐  桃園市蘆竹區 
06 陳*君  台中市龍井區 
07 李*霆  台北市北投區 
08 黃*芊  台南市 
09 黃*嫻  宜蘭縣蘇澳鎮 
10 毒*美  南投縣埔里鎮 

11 林*卿  新竹市 
12 王*藺  台中市大雅區 
13 游*程  桃園市桃園區 
14 蔡*霖  基隆市安樂區 
15 鄒*惠  新竹市 
16 紀*晴  台中市大雅區 
17 林*錚  宜蘭縣礁溪鄉 
18 楊*婷  台北市中正區 
19 蕭*汝  桃園市中壢區 
20 盧*煙  台北市中山區 



13 李*洋  新北市五股區 
14 李*諺  新北市汐止區 
15 歐*蓁  台北市萬華區 
16 楊*如  彰化縣員林市 
17 張*榛  彰化縣員林市 
18 施*為  新竹市 
19 林*芸  雲林縣虎尾鎮 
20 鄧*泯  桃園市觀音區 
21 林*瑩  台中市沙鹿區 
22 黃*捷  新竹市 
23 陳*慧  彰化縣員林鎮 
24 林*盛  彰化縣埔鹽鄉 
25 廖*彥  高雄市楠梓區 
26 劉*霖  高雄市三民區 
27 方*嫺  台南市永康區 
28 劉*君  嘉義市 
29 孫*安  屏東縣內脯鄉 
30 江*蓉  新北市八里區 
31 顏*玲  台南市新化區 
32 蔡*鳳  花蓮縣卓溪鄉卓 
33 羅*怡  花蓮縣花蓮市 
34 陳*安  高雄市三民區 
35 尹*評  新北市蘆洲區 
36 賴*臻  苗栗市 
37 王*珊  雲林縣斗南鎮 
38 劉*妤  新竹縣竹北市 
39 梁*鈺  桃園市楊梅區 
40 黃*晨  新北市三峽區 
41 言*貞  台北市 
42 吳*欣  桃園市 
43 林*妍  新北市樹林區 
44 張*婷  彰化縣鹿港鎮 
45 吳*君  雲林縣四湖鄉 
46 曾*婷  桃園市 
47 陳*海  宜蘭縣蘇澳鎮 
48 黃*容  台中市大里區 
49 許*予  屏東市 
50 林*容  台中市南屯區 

 

63 李*童  台北市北投區 
64 戴*君  新北市泰山區 
65 謝*萍  基隆市暖暖區 
66 陳*宜  台中市霧峰區 
67 王*  新北市八里區 
68 周*均  南投縣水里鄉 
69 王*美  台北市松山區 
70 李*雯  新北市中和區 
71 曾*芳  桃園市蘆竹區 
72 蕭*賢  台中市北屯區 
73 姚*安  新北市新莊區 
74 洪*嫻  桃園市中壢區 
75 黃*瑩  台中縣潭子區 
76 顧*梅  屏東縣萬巒鄉 
77 潘*彤  新北市土城區 
78 華*蘄  新北市三芝區 
79 洪*筑  屏東市 
80 林*晴  高雄市前鎮區 
81 唐*  嘉義市 
82 張*琦  桃園市八德區 
83 黃*晴  新竹縣竹北市 
84 林*儒  宜蘭縣羅東鎮 
85 莊*庭  台北市士林區 
86 李*芸 高雄市新興區 
87 陳*伶  桃園市 
88 許*尹  金門縣金城鎮 
89 王*嬭  嘉義縣大林鎮 
90 劉*銘  新北市中和區 
91 黃*茵  桃園市觀音區 
92 阮*娟  南投縣草屯鎮 
93 王*欽  嘉義市 
94 黃*婷  高雄市大寮區 
95 黃*琳  台中市大里區 
96 張*文  新北市淡水區 
97 林*岳  台北市文山區 
98 謝*婷  新北市三重區 
99 林*榕  台南市東區 
100 傅*  新竹縣竹北市 

 
 



兒童文化館筆記本，共 50 名 

 
 

01 陳*亘  台中市 
02 黃*禎  台北市內湖區 
03 劉*妤  連江縣東引鄉 
04 陳*愷  嘉義縣六腳鄉 
05 林*彤  台中市太平區 
06 陳*綺  屏東縣琉球鄉 
07 陳*琪  新竹市 
08 李*毅  高雄市前鎮區 
09 陳*薇  桃園市龜山區 
10 陳*靜  嘉義市 
11 蔣*哲  新北市三重區 
12 李*佩  新北市新店區 
13 陳*瑜  臺中市南區 
14 江*娟  高雄市苓雅區 
15 林*妤  台中市西屯區 
16 盧*猷 新竹縣新豐鄉 
17 林*君  台中市西區 
18 何*宸  台中中市三 
19 何*臻  台中市龍井區 
20 陳*玉  臺東市 
21 趙*萱  新北市中和區 
22 周*蓁  高雄市三民區 
23 王*甯  台東市 
24 呂*杰  基隆市七堵區 
25 王*淳  台中市西區 

 

26 陳*瑜  新北市板橋區 
27 傅*誠  新北市新店區 
28 張*澤  高雄市鳳山區 
29 陳*華  高雄市鳳山區 
30 陳*欣  高雄市那瑪下區 
31 黃*秦  高雄市仁武區 
32 黃*慧  桃園市大園區 
33 施*晴  新北市新莊區 
34 廖*芬  台中市  
35 林*ycj095****998@gmil.com 
36Judy Lai 花蓮縣吉安鄉 
37 周*瑜  台北市文山區 
38 林*璇  雲林縣土庫鎮 
39 余*諺  桃園縣 
40 沈*庭  高雄市鳳山區 
41 陆*和  台北市延 
42 任*涵  新北市新店區 
43 李*  嘉義市 
44 李*瑜  彰化縣花壇鄉 
45 沈*琦  金門縣金城鎮 
46 陳*伶  台中市大肚區 
47 林*蔓  新北市土城區 
48 林*稜  雲林縣台西鄉 
49 黃*薰  台中市豐原區 
50 張*敏  台南市佳里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