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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項 姓名 縣市 學校/單位 編號 獎項 姓名 縣市 學校/單位 編號 獎項 姓名 縣市 學校/單位 編號 獎項 姓名 縣市 學校/單位

1 金獎 陳宥蓁 嘉義市 嘉職附幼 1 金獎 蔡欣霖 臺中市 和平國小 1 金獎 郭丞恩 桃園市 建國國小 1 金獎 林品伊 臺中市 大雅國小

2 銀獎 吳士榮 桃園市 囿桑幼兒園 2 銀獎 張佑安 苗栗縣 客庄國小 2 銀獎 王文希 桃園市 中正國小 2 銀獎 楊瑜珊 高雄市 新光國小

3 銀獎 陳家豪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3 銀獎 賴品綸 雲林縣 莿桐國小 3 銀獎 朱婉華 臺中市 瑞穗國小 3 銀獎 林宥均 基隆市 七堵國小

4 銅獎 朱庭瑜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4 銅獎 林泓傑 桃園市 中正國小 4 銅獎 吳姿岑 嘉義市 興安國小 4 銅獎 項詩閔 臺北市 吉林國小

5 銅獎 林湘玲 臺中市 大蘋果幼稚園 5 銅獎 何品漢 臺中市 豐田國小 5 銅獎 陳亮萸 彰化縣 員林國小 5 銅獎 郭旻倩 新北市 安和國小

6 銅獎 林晉威 彰化縣 湖北附幼 6 銅獎 楊博翰 彰化縣 湖南國小 6 銅獎 陳宥廷 宜蘭縣 公正國小 6 銅獎 陳妍卉 彰化縣 靜修國小

7 佳作 邱宣綾 新北市 板橋國小 7 佳作 詹惠喬 新北市 溪口國小 7 佳作 王詠琳 臺北市 國語實小 7 佳作 吳仰晴 新北市 永和國小

8 佳作 陳廷睿 新北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8 佳作 永容 桃園市 林森國小 8 佳作 王薇琍 臺北市 國語實小 8 佳作 龍昱 新北市 文德國小

9 佳作 吳帆 桃園市 康萊爾幼兒園 9 佳作 吳畇臻 桃園市 信義國小 9 佳作 蔣秉玹 新北市 秀朗國小 9 佳作 李函霏 臺北市 南門國小

10 佳作 梁城輔 桃園市 頂好幼兒園 10 佳作 吳倍爾 桃園市 林森國小 10 佳作 羅予岑 新北市 國語實小 10 佳作 陳張惠祺 桃園市 新埔國小

11 佳作 楊景涵 桃園市 衛斯理大班 11 佳作 葉沭頣 桃園市 東勢國小 11 佳作 曾宥蓁 新北市 裕德國小 11 佳作 黃祈碩 桃園市 中壢國小

12 佳作 吳紹辰 桃園市 歸真中班 12 佳作 張芷齊 桃園市 成功國小 12 佳作 申力心 新北市 廣福國小 12 佳作 賴宥妤 桃園市 文化國小

13 佳作 劉榮凱 桃園市 幼兒園忠義分班 13 佳作 邱品彧 桃園市 莊敬國小 13 佳作 黃品傑 新北市 清水國小 13 佳作 詹李羽姸 臺中市 頭家國小

14 佳作 徐紫菱 桃園市 弘光幼兒園 14 佳作 周德香 桃園市 快樂國小 14 佳作 余浩維 桃園市 林森國小 14 佳作 葉舒倢 臺中市 篤行國小

15 佳作 王宥諠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15 佳作 呂詠晴 桃園市 慈文國小 15 佳作 黃千芷 臺中市 圳堵國小 15 佳作 王俐琪 臺中市 大同國小

16 佳作 趙子恩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16 佳作 謝紘睿 桃園市 快樂國小 16 佳作 范公臺 臺中市 圳堵國小 16 佳作 洪念驊 臺中市 中教大附設實小

17 佳作 王敬愷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17 佳作 廖天毅 桃園市 快樂國小 17 佳作 張愷晏 臺中市 瑞穗國小 17 佳作 廖樂米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8 佳作 陳品霓 臺中市 育山幼兒園 18 佳作 鍾鎮宇 桃園市 北勢國小 18 佳作 鄭幃云 臺中市 龍山國小 18 佳作 陳韋盛 臺中市 豐原國小

19 佳作 張湘羚 臺中市 大雅幼兒園 19 佳作 楊沛儒 臺中市 建國國小 19 佳作 詹庭盈 臺中市 文山國小 19 佳作 李翊涵 臺南市 大港國小

20 佳作 彭承諺 臺中市 馬里蘭幼稚園 20 佳作 許芯菱 臺中市 大雅國小 20 佳作 許芯綾 臺中市 富春國小 20 佳作 陳禎汶 臺南市 大港國小

21 佳作 林子齊 臺中市 葳格幼稚園 21 佳作 詹雨芯 臺中市 文山國小 21 佳作 林君祐 臺中市 篤行國小 21 佳作 黃慧雯 臺南市 大港國小

22  佳作  林子齊  臺中市  葳格幼兒園中班 22 佳作 胡姸之 臺中市 陳平國小 22 佳作 張湘華 臺中市 南陽國小 22 佳作 孫宇廷 高雄市 南安國小

23 佳作 黃喧淇 臺中市 今日幼兒園大班 23 佳作 陳韋岑 臺中市 東光國小 23 佳作 張家蓉 臺中市 南陽國小 23 佳作 柴玉倩 高雄市 前鋒國小

24 佳作 盧晨妍 臺南市 台南市幼兒園 24 佳作 陳芊羽 臺中市 葫蘆墩 24 佳作 劉承恩 臺中市 南陽國小 24 佳作 黃鐸瑋 高雄市 新莊國小

25 佳作 黃宸弼 臺南市 光華附幼 25 佳作 賴宣榕 臺中市 大雅國小 25 佳作 張芷瑈 臺中市 南陽國小 25 佳作 黃御家 高雄市

26 佳作 黃馨民 高雄市 幼一幼兒園 26 佳作 陳育槿 臺中市 東光國小 26 佳作 李偲妤 臺中市 大明國小 26 佳作 曾家恩 高雄市 阿蓮國小

27 佳作 王暄潁 高雄市 灣內附幼 27 佳作 林勤恩 臺中市 神岡國小 27 佳作 白芷姍 臺中市 桐林國小 27 佳作 蔡欣儀 高雄市 阿蓮國小

28 佳作 卓均翰 高雄市 無校 28 佳作 李緁羚 臺中市 塗城國小 28 佳作 鄭以諾 臺南市 大港國小 28 佳作 李秉澤 基隆市 七堵國小

29 佳作 黃詩晴 高雄市 高雄市博愛國小 29 佳作 徐子傑 臺中市 文心國小 29 佳作 謝侑廷 臺南市 培文國小 29 佳作 曾繼玄 基隆市 七堵國小

30 佳作 林汶靜 高雄市 偉倫幼兒園 30 佳作 施佩瑩 臺南市 大港國小 30 佳作 孫宇辰 高雄市 南安國小 30 佳作 高翊傑 嘉義市 容庄國小

31 佳作 葉泳暄 高雄市 史丹佛幼兒園 31 佳作 蔡依陵 臺南市 大港國小 31 佳作 施宇濬 高雄市 壽天國小 31 佳作 柳少棠 苗栗縣 苑裡國小

32 佳作 林宥辰 高雄市 偉倫幼兒園 32 佳作 尤仲均 高雄市 竹圍國小 32 佳作 呂承諺 高雄市 前峯國小 32 佳作 林庠宇 苗栗縣 山腳國小

33 佳作 陸亭羽 基隆市 33 佳作 林暄嬡 高雄市 前峰國小 33 佳作 黃景羿 高雄市 中庄國小 33 佳作 張欣雅 彰化縣 陝西國小

34 佳作 楊立祥 基隆市 勿舍画室 34 佳作 郭又誠 高雄市 忠孝國小 34 佳作 鍾承璋 高雄市 阿蓮國小 34 佳作 蔡秉均 彰化縣 靜修國小

35 佳作 丁仲崴 嘉義市 私立百合蒙特梭利幼兒園 35 佳作 李玟昕 高雄市 忠孝國小 35 佳作 余子嫣 高雄市 梓官國小 35 佳作 張恩睿 彰化縣 僑信國小

36 佳作 劉宇翎 苗栗縣 苑裡國小附幼 36 佳作 池宇晴 基隆市 七堵國小 36 佳作 施宇濬 高雄市 壽夭國小 36 佳作 賴芊榕 彰化縣 員林國小

37 佳作 施奕辰 彰化縣 溪湖鎮立托兒所 37 佳作 郭品均 基隆市 七堵國小 37 佳作 林依辰 高雄市 中路國小 37 佳作 陳亦寧 彰化縣 陜西國小

38 佳作 蔡昀婕 彰化縣 西勢社區托兒所 38 佳作 郭祉妡 新竹市 東門國小 38 佳作 危楷禾 高雄市 永清國小 38 佳作 陳均睿 彰化縣 湖東國小

39 佳作 巫沂瑾 彰化縣 空間幼兒園 39 佳作 宋禹蓁 嘉義市 嘉大附小 39 佳作 蘇柔縉 基隆市 七堵國小 39 佳作 蔡琬云 彰化縣 湖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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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佳作 黃采甯 彰化縣 湖北附幼 40 佳作 楊助泓 嘉義市 大林國小 40 佳作 鍾和穆 基隆市 信義國小 40 佳作 巫宜璇 彰化縣 湖東國小

41 佳作 劉子瑀 彰化縣 鉅陽幼稚園 41 佳作 劉奕均 嘉義市 民雄國小 41 佳作 黃玳瑤 嘉義市 嘉北國小 41 佳作 黃宥慈 彰化縣 湖南國小

42 佳作 楊柔歆 彰化縣 綠太陽幼兒園 42 佳作 張芯亞 嘉義市 42 佳作 張儷馨 嘉義市 林森國小 42 佳作 陳子琳 彰化縣 湖東國小

43 佳作 呂京珊 彰化縣 空間幼兒園 43 佳作 許恩銜 苗栗縣 客庄國小 43 佳作 劉聿宸 嘉義市 垂楊國小 43 佳作 陳怡秀 彰化縣 大竹國小

44 佳作 梁伯凱 彰化縣 靜修附幼 44 佳作 陳建宇 苗栗縣 中正國小 44 佳作 許家睿 苗栗縣 苑裡國小 44 佳作 賴靖元 彰化縣 和仁國小

45 佳作 黃翊紘 彰化縣 和平幼稚園 45 佳作 黃語恩 苗栗縣 后庄國小 45 佳作 陳珊姍 彰化縣 鹿港國小 45 佳作 李展慈 彰化縣 中山國小

46 佳作 陳宥廷 彰化縣 富蘭克林幼稚園 46 佳作 陳怡瑄 彰化縣 湖北國小 46 佳作 吳垣竺 彰化縣 忠孝國小 46 佳作 沈庭語 彰化縣 聯興國小

47 佳作 楊昕翰 彰化縣 私立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47 佳作 巫尚恒 彰化縣 湖北國小 47 佳作 陳婉諭 彰化縣 大竹國小 47 佳作 李芝俞 彰化縣 泰和國小

48 佳作 張宸碩 彰化縣 私立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48 佳作 徐瑞彣 彰化縣 日新國小 48 佳作 陳子瑜 彰化縣 大竹國小 48 佳作 黃湘芸 彰化縣 和仁國小

49 佳作 張庭瑄 彰化縣 迪士尼 49 佳作 黃采慈 彰化縣 南郭國小 49 佳作 吳哲宇 彰化縣 靜修國小 49 佳作 戴伊瑩 嘉義縣 大同國小

50 佳作 蔡湘瀅 彰化縣 迪士尼幼兒園 50 佳作 顏莉婕 嘉義縣 大同國小 50 佳作 廖子鋐 南投縣 光復國小 50 佳作 劉文齊 屏東縣 光武國小

51 佳作 陳妤澄 南投縣 群英幼兒園 51 佳作 吳修昱 嘉義縣 大同國小 51 佳作 林秀澤 嘉義縣 大同國小 51 佳作 邱于庭 屏東縣 五溝國小

52 佳作 曾柔蓁 南投縣 辰星幼兒園 52 佳作 陳聿熙 屏東縣 興華國小 52 佳作 宋孟鴻 屏東縣 五溝國小 52 佳作 許智傑 屏東縣 公館國小

53 佳作 曾鈺婷 南投縣 辰星幼兒園 53 佳作 郭寶安 屏東縣 烏龍國小 53 佳作 徐誠軒 屏東縣 屏大附小 53 佳作 許臻庭 屏東縣 仙吉國小

54 佳作 程品甄 嘉義縣 南靖國小 54 佳作 黃詠翔 屏東縣 瓦磘國小 54 佳作 林采葳 宜蘭縣 公正國小 54 佳作 張惟甯 屏東縣 勝利國小

55 入選 陳威廷 臺北市 國語實幼 55 佳作 潘宥晴 屏東縣 五溝國小 55 佳作 吳佳茜 金門縣 多年國小 55 佳作 蔡昀庭 屏東縣 鳳翔國小

56 入選 陳音竹 臺北市 何嘉仁幼稚園 56 佳作 陳澤宇 屏東縣 五溝國小 56 佳作 陳詩婷 金門縣 多年國小 56 佳作 關少涵 金門縣 多年國小

57 入選 吳宜瑄 臺北市 台北市西松國小附設幼稚園 57 入選 鄭宥呈 臺北市 吉林國小 57 入選 王于萱 臺北市 國語實小 57 入選 易昀 臺北市 辛亥國小

58 入選 邱筠婷 臺北市 台北市西門附幼 58 入選 張恩貝 新北市 秀朗國小 58 入選 林君儫 臺北市 國語實小 58 入選 林勁睿 新北市 國語實小

59 入選 姜周美 臺北市 59 入選 郭彥妤 新北市 忠義國小 59 入選 吳思璇 新北市 自強國小 59 入選 陳張富郁 桃園市 新埔國小

60 入選 林呈澤 新北市 新二重幼兒園 60 入選 林宥瑞 新北市 光復國小 60 入選 鍾雨蓁 新北市 中園國小 60 入選 郭定為 桃園市 快樂國小

61 入選 王昱澔 新北市 時代幼兒園 61 入選 黃靖瑜 新北市 清水國小 61 入選 陳新喬 新北市 永福國小 61 入選 葉宥言 桃園市 楊梅國小

62 入選 楊棋棋 新北市 及人小學附設幼兒園 62 入選 李謙 新北市 大成國小 62 入選 樂舒妍 新北市 中山國小 62 入選 潘妤晴 臺中市 信義國小

63 入選 曾姮淇 新北市 幼菁幼兒園 63 入選 邱宣瑀 新北市 板橋國小 63 入選 陳思如 新北市 安和國小 63 入選 曾哲思 臺中市 國光國小

64 入選 吳廷弘 新北市 上林國小 64 入選 林俞彤 新北市 豐年國小 64 入選 張靖菁 新北市 育才小學 64 入選 葉容均 臺中市 永順國小

65 入選 萬尉霆 新北市 八德幼兒園 65 入選 翁士瀚 新北市 豐年國小 65 入選 吳惇弘 新北市 雙溪國小 65 入選 陳佑芯 臺南市 新民國小

66 入選 黃雲初 新北市 私立和平幼兒園 66 入選 陳咨融 新北市 豐年國小 66 入選 呂承諺 桃園市 桃園國小 66 入選 林孟臻 臺南市 佳里國小

67 入選 黃南斌 新北市 皮亞豆 67 入選 傅履築 桃園市 楊光國小 67 入選 吳采霏 桃園市 林森國小 67 入選 趙敬鈞 臺南市 北勢國小

68 入選 林煜宸 新北市 喬安幼稚園 68 入選 陳杰煦 桃園市 中壢國小 68 入選 鄧采妮 桃園市 68 入選 林巧翊 高雄市 博愛國小

69 入選 陳禾恩 新北市 新中幼兒園 69 入選 耿宇彤 桃園市 林森國小 69 入選 陳語萱 桃園市 林森國小 69 入選 何芑庭 高雄市 燕巢國小

70 入選 張宸瑀 新北市 70 入選 黃子淞 桃園市 林森國小 70 入選 蔣憶華 臺中市 中華國小 70 入選 李宥心 高雄市 竹圍國小

71 入選 江翊晹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立托兒所 71 入選 彭宇辰 桃園市 林森國小 71 入選 楊紘穎 臺中市 三田國小 71 入選 林育詮 高雄市 前峰國小

72 入選 蔡淯凡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立托兒所 72 入選 傅元祐 桃園市 大成國小 72 入選 蕭宇婷 臺中市 大元國小 72 入選 鄭伊均 高雄市 阿蓮國小

73 入選 陳可沁 桃園市 安和幼兒園 73 入選 吳畇樂 桃園市 信義國小 73 入選 林郁屏 臺中市 圳堵國小 73 入選 謝馥安 高雄市 忠孝國小

74 入選 簡佑竹 桃園市 大園幼兒園 74 入選 彭宇皜 桃園市 林森國小 74 入選 林奕辰 臺中市 西屯國小 74 入選 蔡閔恩 高雄市 忠孝國小

75 入選 蘇翊涵 桃園市 圓圓幼兒園 75 入選 黃劭萌 桃園市 新街國小 75 入選 蕭丞渲 臺中市 中教大附設實小 75 入選 許瑜庭 基隆市 五堵國小

76 入選 呂悅岑 桃園市 圓圓幼兒園 76 入選 邱崴琳 桃園市 林森國小 76 入選 王翊宸 臺中市 大同國小 76 入選 賴禹睿 基隆市 碇內國小

77 入選 黃昱涵 桃園市 平鎮幼兒園 77 入選 鄧詳永 桃園市 林森國小 77 入選 洪梓宸 臺中市 惠來國小 77 入選 蔡欣怡 嘉義市 民族國小

78 入選 郭瑾芸 桃園市 平鎮幼兒園 78 入選 呂保毅 桃園市 成功國小 78 入選 林家瑜 臺中市 賴厝國小 78 入選 蔡承志 嘉義市 南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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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入選 林裔閑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79 入選 許晏綾 桃園市 快樂國小 79 入選 何尹曦 臺中市 樹義國小 79 入選 李育翔 嘉義市 大同國小

80 入選 黃婉蓉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0 入選 盧語桐 桃園市 同安分班 80 入選 陳子芸 臺中市 北勢國小 80 入選 林信翰 彰化縣 埔鹽國小

81 入選 楊喬安 臺中市 大明國小附幼 81 入選 黃心雅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1 入選 黃兆霆 臺中市 大元國小 81 入選 林承逸 彰化縣 埔鹽國小

82 入選 王冠傑 桃園市 康萊爾幼稚園 82 入選 陳楷鈞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2 入選 賴亞歆 臺中市 南陽國小 82 入選 劉芷妤 彰化縣 饒明國小

83 入選 朱恩德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3 入選 陳靖媗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3 入選 李宥蓁 臺中市 南陽國小 83 入選 鄧卉歆 彰化縣 鹿港國小

84 入選 陳衍端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4 入選 周渝鈞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4 入選 陳韋亘 臺中市 南陽國小 84 入選 劉泓祐 彰化縣 和美國小

85 入選 徐煒峻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5 入選 許子恬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5 入選 吳宜欣 臺中市 南陽國小 85 入選 吳婕 屏東縣 崁頂國小

86 入選 劉濬泰 桃園市 八德市立幼兒園 86 入選 唐湘安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6 入選 葉栢昕 臺中市 南陽國小 86 入選 楊家臻 屏東縣 玉田國小

87 入選 徐永泰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7 入選 施威亦 桃園市 快樂國小 87 入選 林虹汝 臺中市 神岡國小 87 入選 陳幼庭 屏東縣 玉田國小

88 入選 陳品君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 88 入選 朱青震 桃園市 中正國小 88 入選 李昕儒 臺南市 永康國小 88 入選 黃子鈺 宜蘭縣 龍潭國小

89 入選 蔡雨彤 桃園市 溫德爾幼兒園 89 入選 劉晉瑜 桃園市 建德國小 89 入選 林庭羽 臺南市 永康國小 89 入選 趙傳欣 宜蘭縣 成功國小

90 入選 張恩齊 桃園市 星球幼兒園 90 入選 江怡臻 桃園市 中正國小 90 入選 李佩欣 臺南市 崑山國小 90 入選 鄭裘諳 臺東縣 新生國小

91 入選 李家綺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91 入選 徐昀楨 桃園市 光明國小 91 入選 陳怡蓁 臺南市 關廟國小

92 入選 徐語彤 桃園市 八德幼兒園大勇分班 92 入選 王羽璇 桃園市 林森國小 92 入選 黃潼予 臺南市 果毅國小

93 入選 黃品郡 臺中市 吉貝兒幼稚園 93 入選 江品妍 桃園市 林森國小 93 入選 吳愷宸 臺南市 佳里國小

94 入選 譚亦登 臺中市 94 入選 陳歆屏 臺中市 東大附小 94 入選 謝侑呈 臺南市 培文國小

95 入選 張弈亭 臺中市 南陽附幼 95 入選 吳侑恩 臺中市 和平國小 95 入選 郭竑漢 高雄市 岡山國小

96 入選 黃子瀅 臺中市 96 入選 劉品妤 臺中市 南陽國小 96 入選 郭晨芯 高雄市 民權國小

97 入選 葉晉瑜 臺中市 西雅圖幼兒園 97 入選 劉恒淯 臺中市 三田國小 97 入選 溫子慧 高雄市 壽天國小

98 入選 廖宥晴 臺中市 大統領 98 入選 楊書睿 臺中市 三田國小 98 入選 胡睿珊 高雄市 忠孝國小

99 入選 陳晏禹 臺中市 文貝兒 99 入選 陳松政 臺中市 清水國小 99 入選 王聲威 高雄市 忠孝國小

100 入選 蘇玟綺 臺中市 合作附幼 100 入選 許筱晴 臺中市 西寧國小 100 入選 宋孝洋 高雄市 五權國小

101 入選 楊岱明 臺中市 進德國小附設幼稚園 101 入選 邱御瑄 臺中市 大雅國小 101 入選 張嘉憲 高雄市 吳家樺

102 入選 廖紫凌 臺中市 育山幼兒園 102 入選 莊昀靜 臺中市 大明國小 102 入選 蔡杰叡 高雄市 四維國小

103 入選 李婕寧 臺中市 車籠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103 入選 余楷群 臺中市 大雅國小 103 入選 林子芸 高雄市 文府國小

104 入選 曾怡菁 臺中市 永真幼兒園 104 入選 梁沛歆 臺中市 大雅國小 104 入選 王苙翃 高雄市 右昌國小

105 入選 陳沛妤 臺中市 永真幼兒園 105 入選 張瑜恩 臺中市 圳堵國小 105 入選 楊詠晴 高雄市 阿蓮國小

106 入選 林映葳 臺中市 永真幼兒園 106 入選 涂竣鴻 臺中市 瑞穗 106 入選 方怡瑾 高雄市 前鋒國小

107 入選 楊婷伊 臺中市 永真幼兒園 107 入選 林妤柔 臺中市 豐田 107 入選  曹宸澔 高雄市 太平國小

108 入選 趙梃傑 臺中市 台中市私立天祥幼兒園 108 入選 謝雯伈 臺中市 葫蘆墩 108 入選 黃誼淇 高雄市 文府國小

109 入選 蘇暄雅 臺中市 豐田國小附幼 109 入選 林于涵 臺中市 南陽 109 入選 林妤璇 基隆市 七堵國小

110 入選 陳映絜 臺中市 瑞城國小附設幼兒 110 入選 林俊翰 臺中市 瑞穗 110 入選 許瑜芯 基隆市 五堵國小

111 入選 劉鎧霆 臺中市 日月昇幼稚園 111 入選 林雅雯 臺中市 南陽 111 入選 錢姸卉 基隆市 五堵國小

112 入選 李品誼 臺中市 Otto2大雅小學堂 112 入選 洪于喬 臺中市 惠來國小 112 入選 游舒涵 基隆市 民生國小

113 入選 胡晉成 臺中市 仁愛國小附幼太陽班 113 入選 張育瑄 臺中市 內新國小 113 入選 陳沅圻 嘉義市 柳溝國小

114 入選 楊妙如 臺中市 種子幼稚園 114 入選 戴芯茵 臺中市 文山國小 114 入選 黃冠霖 嘉義市 興嘉國小

115 入選 黃芊瑀 臺中市 今日幼兒班小班 115 入選 黃柏澄 臺中市 竹林國小 115 入選 林正修 嘉義市 志航國小

116 入選 鄭茲亓 臺中市 采風美術文理補習班 116 入選 趙沛潔 臺中市 東興國小 116 入選 黃靖堯 嘉義市 育人

117 入選 蘇星緁 臺中市 文森幼兒園 117 入選 蔡旻妤 臺中市 草湖國小 117 入選 林雨貞 嘉義市 精忠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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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入選 王子恩 臺中市 內新國小 118 入選 蘇揚斌 臺中市 北勢國小 118 入選 曹琬婷 嘉義市 宣信國小

119 入選 沈建興 臺南市 群英幼兒園 119 入選 黃若維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19 入選 丁啟祐 嘉義市 平林國小

120 入選 王盈又 臺南市 群英幼兒園 120 入選 楊仁宇 臺中市 葫蘆墩國小 120 入選 李承豫 嘉義市

121 入選 陳品睿 臺南市 121 入選 張云禎 臺中市 石岡國小 121 入選 林莛翌 嘉義市 志航國小

122 入選 臺南市 旭軒 122 入選 莊佳甄 臺中市 力行國小 122 入選 陳沛安 嘉義市 平林國小

123 入選 鄭名宏 臺南市 德光幼兒園 123 入選 林禹岑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23 入選 龔思芸 嘉義市 港坪國小

124 入選 黃榆婷 臺南市 隆田國小附幼 124 入選 張心萍 臺中市 神岡國小 124 入選 王儀顓 嘉義市 水燦林

125 入選 林煜勝 臺南市 台南市立麻豆幼兒園 125 入選 李誼君 臺中市 協和國小 125 入選 郭家瑨 嘉義市 大林國小

126 入選 陳芯喬 臺南市 皮卡丘幼稚園 126 入選 林牧穎 臺中市 美群國小 126 入選 余承翰 新竹縣 興隆國小

127 入選 林紫綺 臺南市 佳里佳祥幼稚園 127 入選 鍾承憲 臺中市 甲南國小 127 入選 張凱程 苗栗縣 客庄國小

128 入選 郭芯妤 臺南市 麻豆國小附幼 128 入選 陳昶伶 臺中市 四維國小 128 入選 黃語芯 苗栗縣 頭份國小

129 入選 蔡銘元 臺南市 台南市吉的堡幼兒園 129 入選 宋心宇 臺中市 南陽國小 129 入選 許慈芸 苗栗縣 照南國小

130 入選 黃子晴 臺南市 台南市吉的堡幼兒園 130 入選 魏翊茗 臺南市 大橋國小 130 入選 許采妮 苗栗縣 大同國小

131 入選 李幸家 臺南市 麻豆國小附設幼兒園 131 入選 黃品皓 臺南市 裕文國小 131 入選 許絜甯 彰化縣 鹿港國小

132 入選 洪晨曦 臺南市 台南市智慧園幼兒園 132 入選 林咨淇 臺南市 寶仁國小 132 入選 劉沂婷 彰化縣 田尾國小

133 入選 張名舜 臺南市 台南市何嘉仁幼兒園 133 入選 莊佳霓 臺南市 子龍國小 133 入選 陳麒全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34 入選 劉宥德 臺南市 台南市天才幼兒園 134 入選 陳聖佳 臺南市 永康國小 134 入選 徐苡綺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35 入選 劉韋彤 臺南市 台南市吉的堡幼兒園 135 入選 陶姿宏 臺南市 子龍國小 135 入選 林聖翔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36 入選 呂姿誼 臺南市 怡東幼稚園 136 入選 連竑瑜 臺南市 佳里國小 136 入選 許喬芳 彰化縣 大竹國小

137 入選 呂宥儀 臺南市 怡東幼稚園 137 入選 蘇偼褕 臺南市 佳里國小 137 入選 黃相瑋 彰化縣 大竹國小

138 入選 尤星詠 高雄市 史丹佛幼兒園 138 入選 許予馨 臺南市 麻豆國小 138 入選 洪嘉萱 彰化縣 大竹國小

139 入選 廖科崴 高雄市 史丹佛幼兒園 139 入選 周萱旻 臺南市 大山國小 139 入選 施喬敏 彰化縣 東興國小

140 入選 蘇弈霏 高雄市 路竹幼稚園 140 入選 呂昀臻 高雄市 壽天國小 140 入選 黃思諭 彰化縣 東興國小

141 入選 杜朋諺 高雄市 岡山偉倫幼兒園 141 入選 劉芷㚬 高雄市 壽天國小 141 入選 黃楹筑 彰化縣 線西國小

142 入選 陳宜家 高雄市 日大幼兒園 142 入選 李昕柔 高雄市 永芳國小 142 入選 黃楹粧 彰化縣 線西國小

143 入選 許琳婧 高雄市 麥米倫幼兒園 143 入選 陳芊麥 高雄市 瑞興國小 143 入選 黃子芯 彰化縣 和東國小

144 入選 許停風 高雄市 中庄國小 144 入選 林佩諠 高雄市 永芳國小 144 入選 李宜潔 彰化縣 和東國小

145 入選 龔玉昕 高雄市 卡爾頓幼兒園 145 入選 沈峻僅 高雄市 大寮國小 145 入選 白欣靈 彰化縣 靜修國小

146 入選 陳品岑 高雄市 永英國小 146 入選 劉子毅 高雄市 安招國小 146 入選 賴泯真 彰化縣 和仁國小

147 入選 張簡汀鈞 高雄市 童年綠地幼兒園 147 入選 黃羽葶 高雄市 中芸國小 147 入選 吳振岳 彰化縣 和仁國小

148 入選 黃莉絜 高雄市 童年綠地幼兒園 148 入選 劉佑米 高雄市 前峰國小 148 入選 陳湘涵 彰化縣 培英國小

149 入選 張妤甄 高雄市 童年綠地幼兒園 149 入選 林姵妤 高雄市 壽天國小 149 入選 莊睿家 彰化縣 文開國小

150 入選 陳奇囿 高雄市 童年綠地幼兒園 150 入選 劉又瑄 高雄市 前峰國小 150 入選 張芷瑄 彰化縣 和美國小

151 入選 王宥棋 高雄市 童年綠地幼兒園 151 入選 張詠晨 高雄市 文元國小 151 入選 張新妤 彰化縣 快官國小

152 入選 洪筠容 高雄市 培幼幼兒園 152 入選 葉晉齊 高雄市 路竹國小 152 入選 許瑀宸 彰化縣 中山國小

153 入選 歸毓蓉 高雄市 四維幼兒園 153 入選 顏彤珊 高雄市 加昌國小 153 入選 尤耘楓 彰化縣 民生國小

154 入選 陳實 高雄市 勝利國小 154 入選 鄭芸涵 高雄市 楠梓國小 154 入選 洪恩誼 彰化縣 和美國小

155 入選 陳帝霖 高雄市 博愛國小附幼稚園 155 入選 邱柏瑋 高雄市 高師大附設小學 155 入選 黃于珊 彰化縣 和美國小

156 入選 張衣姍 高雄市 博愛國小 156 入選 林蔚 高雄市 忠孝國小 156 入選 賴聿慈 彰化縣 靜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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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入選 蔡詠濬 高雄市 博愛國小附幼 157 入選 張瑀宸 高雄市 龍華國小 157 入選 張喬雅 彰化縣 育英國小

158 入選 許桐彰 高雄市 文德國小附設幼兒園 158 入選 劉彥岑 高雄市 五福國小 158 入選 游鈞佩 彰化縣 育英國小

159 入選 趙喜晴 高雄市 前金幼兒園 159 入選 陳宥廷 高雄市 嘉興國小 159 入選 謝芷穎 彰化縣 湖北國小

160 入選 張哲綸 高雄市 福誠國小幼稚園 160 入選 王苙檥 高雄市 右昌國小 160 入選 楊姍潔 彰化縣 忠孝國小

161 入選 陳淇倫 高雄市 福誠國小幼稚園 161 入選 田逸正 基隆市 信義國小 161 入選 陳世翔 彰化縣 湖南國小

162 入選 林佑芯 高雄市 聖文幼兒園 162 入選 游岑晞 基隆市 勿舍畫室 162 入選 陳廉松 彰化縣 湖東國小

163 入選 王品淇 高雄市 偉倫幼兒園 163 入選 徐暐茹 基隆市 七堵國小 163 入選 張宸華 彰化縣 員林國小

164 入選 劉泱廷 高雄市 史丹佛幼兒園 164 入選 游千又 基隆市 勿舍畫室 164 入選 郭宸羽 彰化縣 僑信國小

165 入選 黃傑綸 高雄市 北嶺國小附設幼稚園 165 入選 江泓寬 新竹市 曙光國小 165 入選 王晴安 彰化縣 鹿港國小

166 入選 陳瑗貞 高雄市 諾貝爾 166 入選 李梓瑜 新竹市 三民國小 166 入選 陳宥蓁 嘉義縣 民族國小

167 入選 蘇鈺淇 高雄市 宏欣 167 入選 江以聖 嘉義市 嘉興國小 167 入選 吳珮綺 嘉義縣 大崎國小

168 入選 蔡銘叡 高雄市 加吉立 168 入選 鄭皓中 嘉義市 世賢國小 168 入選 李冠宏 嘉義縣 大同國小

169 入選 邱榆絨 高雄市 169 入選 徐浩瑋 嘉義市 世賢國小 169 入選 朱芷儀 嘉義縣 大同國小

170 入選 柯又源 高雄市 路竹幼兒園 170 入選 林尚宥 嘉義市 垂楊國小 170 入選 許舒琁 嘉義縣 朴子國小

171 入選 游謦睿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1 入選 陳忻承 嘉義市 博愛國小 171 入選 蕭毓萱 嘉義縣 大同國小

172 入選 游舒媛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2 入選 洪祐慈 嘉義市 嘉北國小 172 入選 張育瑄 屏東縣 玉田國小

173 入選 游伊渟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3 入選 陳沛慈 嘉義市 世賢國小 173 入選 傅品嫻 屏東縣 勝利國小

174 入選 徐婉榕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4 入選 江沛芸 新竹縣 中興國小 174 入選 李亞芹 屏東縣 勝利國小

175 入選 葉映彤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5 入選 林筱婕 苗栗縣 啟文國小 175 入選 洪子傑 屏東縣 新庄國小

176 入選 徐維屏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6 入選 陳濬承 苗栗縣 中正國小 176 入選 傅恩緹 屏東縣 五溝國小

177 入選 陳宥蓁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7 入選 黃羽薇 苗栗縣 客庄國小 177 入選 陳芳祐 屏東縣 仁和國小

178 入選 許巧薇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8 入選 王琦睿 彰化縣 田中國小 178 入選 黃冠庭 宜蘭縣 龍潭國小

179 入選 林廷融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79 入選 陳亭臻 彰化縣 陝西國小 179 入選 謝秉澔 花蓮縣 明義國小

180 入選 高珮瑄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80 入選 巫昕澔 彰化縣 溪湖國小 180 入選 洪晟艷 金門縣 上岐國小

181 入選 黃宥叡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81 入選 吳巧琪 彰化縣 湖東國小

182 入選 趙品筑 基隆市 勿舍画室 182 入選 林勤硯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83 入選 郭書瑋 新竹市 南瓜田幼兒園 183 入選 林宥騰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84 入選 葉姵妤 新竹市 何嘉仁東園分校 184 入選 吳宜靜 彰化縣 民生國小

185 入選 李奕萱 新竹市 震旦幼兒園 185 入選 張鎮豪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86 入選 詹宸熙 新竹市 東門國小附設幼兒園 186 入選 王筱媃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87 入選 陳姿瑜 嘉義市 孩子國幼兒園 187 入選 王昀皓 彰化縣 聯興國小

188 入選 林秉玄 嘉義市 大愛幼兒園 188 入選 陳念怡 彰化縣 聯興國小

189 入選 侯辰澔 嘉義市 大愛幼兒園 189 入選 劉珈豪 彰化縣 聯興國小

190 入選 江唯甄 嘉義市 幼兒園 190 入選 朱承宥 彰化縣 南郭國小

191 入選 陳品赫 嘉義市 191 入選 楊善評 彰化縣 和仁國小

192 入選 何日訷 嘉義市 和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2 入選 王菀芯 彰化縣 日新國小

193 入選 王寶興 嘉義市 和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3 入選 林志勝 彰化縣 聯興國小

194 入選 陳鳳如 嘉義市 和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4 入選 林哲宇 雲林縣 崇文國小

195 入選 甯子庭 嘉義市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195 入選 林苓汝 嘉義縣 大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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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入選 曾子語 嘉義市 藍天幼兒園 196 入選 李中敬 嘉義縣 朴子國小

197 入選 楊道昇 嘉義市 嘉家附幼 197 入選 洪欣宜 嘉義縣 東石國小

198 入選 蔡雅涵 嘉義市 藍天幼兒園 198 入選 高揚恩 嘉義縣 朴子國小

199 入選 周妤涵 嘉義市 藍天幼兒園 199 入選 侯孜潁 嘉義縣 大鄉國小

200 入選 劉語晴 嘉義市 藍天幼兒園 200 入選 黃鈺閔 嘉義縣 義竹國小

201 入選 張毓婕 嘉義市 嘉家附幼 201 入選 顏勻栗 嘉義縣 大同國小

202 入選 葉沛羽 嘉義市 嘉家附幼 202 入選 蔡昊諭 嘉義縣 大同國小

203 入選 陳炫璋 嘉義市 嘉義市嘉家附幼 203 入選 李旻慧 嘉義縣 大同國小

204 入選 黃詡皓 苗栗縣 栢克萊幼兒園 204 入選 蔡宜艾 嘉義縣 大同國小

205 入選 黃宥程 苗栗縣 夏禾幼兒園 205 入選 錢寶珠 嘉義縣 大鄉國小

206 入選 黃詠婕 苗栗縣 奇奇幼兒園 206 入選 張茹涵 嘉義縣 三和國小

207 入選 劉芮錡 苗栗縣 巧兒幼兒園 207 入選 陳芸菲 屏東縣 全德國小

208 入選 王善萱 苗栗縣 寶貝樂 208 入選 楊宗碩 屏東縣 屏大附小

209 入選 楊恩碩 彰化縣 成功教育家 209 入選 曹心盈 屏東縣 仁和國小

210 入選 陳朗齊 彰化縣 鉅楊幼兒園 210 入選 黃巧雯 屏東縣 烏龍國小

211 入選 巫庭婷 彰化縣 名晟幼兒園 211 入選 李耀庭 屏東縣 烏龍國小

212 入選 施敦凱 彰化縣 湖東附幼 212 入選 周沛岑 屏東縣 烏龍國小

213 入選 周玟希 彰化縣 僑信國小幼稚園 213 入選 楊明峻 屏東縣 烏龍國小

214 入選 郭玳菱 彰化縣 迪士尼莒光園 214 入選 吳沛恩 屏東縣 馬龍國小

215 入選 何晨嘉 彰化縣 陳興幼兒園 215 入選 洪楚釉 屏東縣 光華國小

216 入選 李承澔 彰化縣 長頸鹿幼兒園 216 入選 陳芊卉 屏東縣 光華國小

217 入選 劉哲誠 彰化縣 聖保羅幼兒園 217 入選 陳芊嬅 屏東縣 西勢國小

218 入選 蘇于雅 彰化縣 快樂寶貝 218 入選 周佳威 屏東縣 光華國小

219 入選 潘品豪 彰化縣 員林市立幼兒園 219 入選 林泓杰 屏東縣 屏大附小

220 入選 蕭沛涵 彰化縣 育光經典幼兒園 220 入選 林恩葶 屏東縣 萬丹國小

221 入選 魏羽孺 彰化縣 群英幼稚園 221 入選 許芝琪 屏東縣 萬丹國小

222 入選 林嘉嫻 彰化縣 埔心鄉立幼兒園 222 入選 楊甯媗 屏東縣 東光國小

223 入選 林麗禎 彰化縣 埔心鄉立幼兒園 223 入選 郭芷妘 屏東縣 萬丹國小

224 入選 楊涵綉 彰化縣 未就讀 224 入選 李詠樂 屏東縣 五溝國小

225 入選 盧薇亘 彰化縣 安麒兒幼兒園 225 入選 徐茂雄 屏東縣 五溝國小

226 入選 蕭晴彤 彰化縣 226 入選 薛柔婕 屏東縣 五溝國小

227 入選 許萌庭 彰化縣 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227 入選 吳知欣 臺東縣 成功國小

228 入選 侯渟瀅 彰化縣 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228 入選 許爾深 金門縣 多年國小

229 入選 劉玥渘 彰化縣 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229 入選 宏松喬 金門縣 上岐國小

230 入選 黃澤凱 彰化縣 員林諾貝爾幼兒園 230 入選 郭玟伶 - 內埔國小

231 入選 莊昀穎 彰化縣 頂番國小附幼

232 入選 張語芯 南投縣 群英幼兒園

233 入選 呂靖緁 南投縣 辰星幼兒園

234 入選 李胤平 南投縣 群英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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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入選 王緯程 南投縣 辰星幼兒園

236 入選 李元騏 南投縣 群英幼兒園

237 入選 蕭宇晴 南投縣 大創意

238 入選 范程浩 南投縣 大創意

239 入選 陳思涵 嘉義縣 幼稚園

240 入選 陳宥豪 嘉義縣 高明幼稚園

241 入選 李永睿 嘉義縣 藍天幼稚園

242 入選 丁亭妤 嘉義縣 資優生幼稚園

243 入選 黃亮臻 嘉義縣 大同附幼

244 入選 江孟霏 嘉義縣 大林幼兒園

245 入選 許修聞 嘉義縣 昇學幼稚園

246 入選 施淳云 嘉義縣 昇學幼稚園

247 入選 蔡宜庭 嘉義縣 藍天幼兒園

248 入選 李子涵 屏東縣 彩虹童畫

249 入選 許晨葦 屏東縣 晴慧幼兒園

250 入選 李承睿 宜蘭縣 羅東鎮立幼兒園北成分所

251 入選 賴沂辰 宜蘭縣 長春藤幼兒園

252 入選 葉昭孜 宜蘭縣 長春藤幼兒園

253 入選 徐詩綺 宜蘭縣 長春藤幼兒園

254 入選 林善茹 宜蘭縣 長春藤幼兒園

255 入選 林于靖 宜蘭縣 頭城鎮立幼兒園

256 入選 吳宥萱 宜蘭縣 頭城鎮立幼兒園

257 入選 江若希 宜蘭縣 心荷美術

258 入選 林暄玲 臺東縣 台東縣成功國小

259 入選 李承宸 臺東縣 三民國小附設幼兒園

260 入選 李林恩 臺東縣 萬安國民小學振興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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