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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三００Ａ二區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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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 L.C. 吳哲丞 石牌國中八年十一班 

2.  第二名 莊敬 L.C. 李佳隃 新北市福和國中七年廿五班 

3.  第二名 菁彩 L.C. 陳宇軒 新北市莒光國小五年級 

4.  第三名 榮華 L.C. 陳宥妡 金華國中一年級 

5.  第三名 德馨 L.C. 吳品宜 華興中學國中一級 

6.  第三名 金國 L.C. 高語岑 建安國小六年七班 

7.  第四名 建國 L.C. 張湘琦 蘭雅國中 

8.  第五名 德馨 L.C. 蔣易珊 成淵國中一年 

9.  特優 吉達 L.C. 陳慈驊 新北市仁愛國小六年八班 

10.  特優 安和 L.C. 許雅筑 桃園市水美國小六年級 

11.  特優 中區 L.C. 許維純 中正國小五年級 

12.  特優 西區女 L.C. 蔡佳蓉 螢橋國中八年三班 

13.  特優 千禧 L.C. 王宥淇 新北市永福國小六年九班 

14.  特優 愛華 L.C. 王譽涵 新北市復興國小六年級 

15.  特優 松鶴 L.C. 黃婕妤 蘭雅國中七年十五班 

16.  特優 松鶴 L.C. 陳昱佑 天母國小 

17.  特優 上繽 L.C. 金姷均 芝山國小六年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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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特優 南門 L.C. 鮑光維 新和國小六年二班 

19.  特優 南京 L.C. 林晏漁 建安國小六年級 

20.  特優 祥弘 L.C. 簡郁庭 雙園國小六年二班 

21.  特優 周遊 L.C. 凌孟妍 復興小學 

22.  特優 龍山 L.C. 宋彥勳 南門國中七年七班 

23.  特優 龍山 L.C. 楊千葶 東園國小六年五班 

24.  特優 大同女子 L.C. 張博育 新北市永和國小五年級 

25.  特優 長安 L.C. 林俊全 薇閣國小 

26.  特優 慶華 L.C. 呂苪瑀 三民國小六年二班 

27.  特優 長江 L.C. 林佳璇 雲林縣石榴國小六年級 

28.  特優 永新 L.C. 謝昀紜 新北市義學國小六年級 

29.  佳作 菁誠 L.C. 邱梓晴 靜修女中國中部七年善班 

30.  佳作 仕貿 L.C. 林世偉 新北市修德國小五年級 

31.  佳作 永安 L.C. 王婕伃 中正國小五年級 

32.  佳作 中區 L.C. 林昭妤 大同高中國中部七年級 

33.  佳作 中區 L.C. 吳爾祜 螢橋國小六年級 

34.  佳作 中區 L.C. 林子涵 敦化國中七年級 

35.  佳作 景美 L.C. 於芯彤 靜心小學六年級 

36.  佳作 一交 L.C. 張子君 新北市新埔國中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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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佳作 松鶴 L.C. 楊子儀 福林國小六年五班 

38.  佳作 松鶴 L.C. 張人叡 明德國小六年四班 

39.  佳作 松鶴 L.C. 蔡季廷 三玉國小 

40.  佳作 松鶴 L.C. 王艾霖 薇閣國小 

41.  佳作 南門 L.C. 馬卉萱 南門國中七年三班 

42.  佳作 鳳德 L.C. 張家瑜 建安國小六年級 

43.  佳作 
臺灣科大

EMBA 
萬夢瑀 內湖國小六年二班 

44.  佳作 老松 L.C. 曾薇蓁 東園國小六年六班 

45.  佳作 龍山 L.C. 黃羿瑄 雙園國中七年二班 

46.  佳作 八德 L.C. 柯宥宏 三玉國小 

47.  佳作 中北 L.C. 黃暐哲 修德國小六年級 

48.  佳作 翔賀 L.C. 林聖堯 宜蘭縣北成國小五年級 

49.  優選 吉達 L.C. 盧宥鈞 華興中學一年級 

50.  優選 吉達 L.C. 程詳淵 五常國小六年三班 

51.  優選 翔贊 L.C. 劉子榕 新北市丹鳳國小五年六班 

52.  優選 安和 L.C. 胡昱苓 桃園市楊梅國小七年十四班 

53.  優選 中區 L.C. 高彤筠 中正國中七年級 

54.  優選 中區 L.C. 林宜萱 五常國中七年級 

55.  優選 銀河 L.C. 林品胤 新北市坪頂國小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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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優選 百齡 L.C. 陳光毅 富安國小六年甲班 

57.  優選 百齡 L.C. 黃郁善 福安國中八年級 

58.  優選 西門 L.C. 余驊珊 基隆市和平國小六年級 

59.  優選 明星 L.C. 王品荃 老松國小六年二班 

60.  優選 一交 L.C. 吳思嫻 永春國小六年一班 

61.  優選 一交 L.C. 周文慧 基隆市月眉國小六年忠班 

62.  優選 南門 L.C. 王妍心 古亭國中七年六班 

63.  優選 青山 L.C. 劉品宜 萬興國小 

64.  優選 東北 L.C. 谷郁憬 南投縣地利國小五年甲班 

65.  優選 周遊 L.C. 陳定浦 明道國小五年三班 

66.  優選 周遊 L.C. 高亦岑 新竹縣新社國小五年美班 

67.  優選 周遊 L.C. 林紀宏 成淵國中 

68.  優選 大同女子 L.C. 李宗熙 石牌國中七年十二班 

69.  優選 愛國 L.C. 葛羽涵 花蓮縣北林國小五年級 

70.  優選 愛國 L.C. 賴宜萱 花蓮縣長橋國小五年級 

71.  優選 長安 L.C. 陳思瑜 華江國小六年二班 

72.  優選 菁鐸 L.C. 蘇怡晨 新民國中七年級 

73.  優選 東南 L.C. 周小箏 吉林國小六年二班 

74.  優選 東南 L.C. 陳亦安 南港國小六年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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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優選 翔賀 L.C. 林柏諺 新北市竹圍國小六年級 

76.  優選 翔賀 L.C. 謝昀達 關渡國小五年級 

77.  優選 翔賀 L.C. 林昱丞 新北市文化國小五年級 

78.  優選 京華 L.C. 林宛萱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79.  優選 銀河 L.C. 許哲銨 新北市文化國小六年忠班 

80.  優選 上贏 L.C. 劉昱呈 新北市大觀國中 

81.  優選 崇德 L.C. 李伃卉 中山國小六年四班 

82.  優選 愛國 L.C. 王睿琳 花蓮縣鳳林國中八年級 

83.  優選 愛國 L.C. 江芝其 花蓮縣林榮國小六年級 

84.  優選 翔順 L.C. 鄭少洋 新北市新莊國中一年級 

85.  優選 長虹 L.C. 陳宜安 花蓮花崗國中七年級 

86.  優選 京華 L.C. 高浚祐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國中部八年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