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三００Ａ二區 

2020-2021年度國際和平海報比賽得獎名單 

序號 名  次 推薦會名 學生姓名 校名 

1 第一名 建國 蕭羽彤 士東國小六年 7班 

2 第二名 西區 任晨希 天母國小六年一班 

3 第三名 麥森 涂芝穎 仁愛國小五年一班 

4 第四名 榮華 蕭佑伃 正義國小六年二班 

5 第五名 龍山 蘇汶欣 東園國小六年五班 

6 特優 崇德 蔡云綺 北峰國小六年二班 

7 特優 金國 陳宥竹 建安國小六年十班 

8 特優 中區 蘇芸萱 大安國中七年十班 

9 特優 祥弘 金熙媛 雙園國小六年二班 

10 特優 中原 沈孟蓁 修德國小 601班 

11 特優 德馨 邱歆雅 忠義國小六年級 

12 特優 至善 游巧筠 正德國中一年級 

13 特優 金國 施宜均 明湖國中八年級 

14 特優 中區 王婕伃 敦化國中 

15 特優 菁鐸 錢品言 新民國中一年級 

16 特優 長安 黃心柔 建成國中 

17 特優 太陽 劉宜蓁 興德國小五年級 

18 特優 中北 李幸恩 重慶國中八年七班 

19 特優 黃埔 吳冠儀 福和國中七年級 729 

20 特優 西區 李小樂 蘭雅國中七年九班 

21 特優 中原 陳仟容 
三重高中國中部七年七

班 

22 特優 日月光 黃于哲 蓬萊國小六年三班 



23 特優 建華 李采恩 五華國小六年九班 

24 特優 上繽 邱郁淩 雨農國小五年級 

25 特優 友聲 林宇辰 大觀國中一年級 

26 佳作 
臺灣科大

EMBA 
汪采霖 內湖國小六年三班 

27 佳作 銀河 張明明 文化國小五年忠班 

28 佳作 南門 鮑光維 五常國中八年五班 

29 佳作 松鶴 林威廷 天母國中 

30 佳作 南門 陳怡甄 光復國小五年五班 

31 佳作 金國 白沄芸 螢橋國中七年級 

32 佳作 菁彩 徐上捷 新埔國中 

33 佳作 永安 羅方岑 中正國小 

34 佳作 東南 王佑心 金華國中七年級 

35 佳作 菁鐸 李雪喬 福安國中七年級 

36 佳作 松鶴 游書瑋 華興中學 

37 佳作 丰勝 方俐心 北成國小六年級 

38 佳作 中區 洪紹維 光仁國小六年仁班 

39 佳作 愛國 黃琬喻 成州國小 

40 佳作 博愛 葉斾沂 立農國小六年二班 

41 佳作 圓山 雷樂心 博愛國小六年二班 

42 佳作 友聲 柯芹妮 大觀國小六年級 

43 佳作 春暉 鄭惠薰 文德國小六年六班 

44 佳作 仕貿 黃若霖 思賢國小五年級 

45 佳作 喬芸 武若晴 中崙高中國中部八年級 

46 優選 京華 沈歆媛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八年

級 



47 優選 華山 郭芫甫 萬福國小六年級 

48 優選 鳳德 謝欣恩 建安國小六年十班 

49 優選 至善 謝昇達 萬里國小六年級 

50 優選 吉達 林宥妤 蘆洲國小六年七班 

51 優選 吉達 倪于喬 碧華國小五年五班 

52 優選 上贏 廖婕妤 大觀國中八年級 

53 優選 自強 劉俐秀 螢橋國中七年級 

54 優選 新台北 廖芸嬅 螢橋國中七年級 

55 優選 百齡 陳雨珊 富安國小六年甲班 

56 優選 東區 林采誼 永春國小六年一班 

57 優選 雙園 柯宜霖 坪頂國小四年甲班 

58 優選 周遊 凌孟妍 復興中學國中二年級 

59 優選 大安 吳宇瑄 修德國小 501班 

60 優選 中區 八木美樹 古亭國中七年六班 

61 優選 中區 徐羽岑 中正國小 

62 優選 中區 廖子儀 仁愛國中 

63 優選 永安 許維純 敦化國中 

64 優選 永安 黃玟晴 台東永安國小六年甲班 

65 優選 老松 黃秋慧 東園國小五年級 

66 優選 西門 吳宜暄 深澳國小六年二班 

67 優選 西門 彭新茜 暖暖國小六年忠班 

68 優選 西門 何佳怡 長興國小六年二班 

69 優選 西門 陳雨柔 正濱國小六年三班 

70 優選 西門 邱佳臻 碇內國小六年二班 

71 優選 西門 陸勝威 和平國小六年甲班 



72 優選 西門 陳畇彤 建德國小六年級 

73 優選 西門 賴柏呈 八堵國小六年甲班 

74 優選 西門 呂若安 樟樹國小六年四班 

75 優選 青山 李孟庭 萬興小學五年級 

76 優選 青山 陳許嫕旭 五常國中七年級 

77 優選 長安 張棋雅 日新國小六年五班 

78 優選 萬華 林晏漁 金華國中八年級 

79 優選 愛國 吳惠琪 五股國中七年八班 

80 優選 卓越國際 劉芳瑜 龜山國小六年級 

81 優選 萬馨 蔡承庭 新莊國小五年級 

82 優選 翔順 簡美洇 美國學校六年級 

83 優選 群愛 林奕辰 濱江國小六年級 

84 優選 西區女 袁晨欣 天母國小六年三班 

85 優選 莊敬 廖子毓 福和國中七年級 729 

86 優選 莊敬 陳亮宇 
師大附中國中部七年級

271班 

87 優選 翔贊 劉子榕 丹鳳國小六年六班 

88 優選 力行 陳法敦 芭里國小六年級 

89 優選 翔賀 謝昀達 石牌國中八年九班 

90 優選 南京 游苡蓁 明湖國中七年級 

91 優選 慶華 陳映妤 三民國小 

92 優選 建成 高羽翔 烏來國中小六年級 

93 優選 菁英 高婕菲 仁愛國小六年十二班 

94 優選 周遊 張瑞沁 銘傳國小四年三班 

95 優選 景美 黃唯惟 靜心中學國小部 



96 優選 千禧 蔡涵薇 思賢國小五年級 

97 優選 安和 王妤柔 新埔國中 

98 優選 明星 莊浩平 道明國際學校 

99 優選 南區 張軒綾 內湖國小五年級 

100 優選 松鶴 葉芝妍 雨農國小 

101 優選 松鶴 王歆媞 蘭雅國小 

102 優選 松鶴 康芷瑄 蘭雅國中 

103 優選 東門 王萁禾 蘭雅國中 

104 優選 東門 黃玟潔 雨農國小 

105 優選 仁德 詹蕎維 蘭雅國小 

106 優選 仁德 許瑤涵 蘭雅國中 

107 優選 仁德 鄭詠恩 雨農國小 

108 優選 長江 林家綺 薇閣中學 

109 優選 尪公 賴昕蓎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0 優選 萬華 賴梓瑜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1 優選 仁愛 胡宜穎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2 優選 菁鑽 黃宜柔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3 優選 金站 林軒正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4 優選 八德 陳薪羽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5 優選 世界商務 江翊丞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6 優選 鳳凰藝術 黃湘怡 北成國小六年級 

117 優選 翔賀 游昕宸 北成國小六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