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16 第壹名 謝謝你福氣到 鄭媛文 鄭宇芝 甲南國小 王美華

15 第貳名 孫悟空迎新春 黃詠易 黃義祥 甲南國小 郭淑惠

33 第貳名 小飛豬大發財 吳翊岑 羅婕妤 吳厝國小 楊美真

19 第三名 豬寶 楊承翰 楊彥騰 清水勵學會 周知正

31 第三名 狗下豬上豬年行大運 蔡嘉富 楊晏綸 吳厝國小 黃朝恭

30 第三名 小祥豬盪鞦韆 蔡丞冠 楊巧亘 吳厝國小 黃朝恭

2 佳作 雙豬抱喜 李欣遙 高美國小

4 佳作 豬事大雞 劉珮慈 高美國小

6 佳作 豬光飽氣 康恩碩 康喬尹 高美國小

11 佳作 豬小妹賀年 紀穎霖 清水國小

17 佳作 高美燈塔照亮台中 王若宸 黃詠晴 甲南國小

37 佳作 聖誕老豬 楊哲銘 蕭學寓 順天國小

3 入選 皮卡丘來拜年 卓梓酩 高美國小

13 入選 豬事吉豬來福遊花博 林子祐 龍津國小

20 入選 五穀豐收六畜興旺豬事大吉 陳立夫 清水勵學會

21 入選 過年放鞭炮 王拓翔 清水勵學會

22 入選 豬事圓財圓滿 陳浤銘 陳芷萱 清水勵學會

23 入選 豬你越素越健康 楊宜臻 清水勵學會

25 入選 喜豬諸事平安 周妍安 清水勵學會

28 入選 金色飛馬 李奕叡 李振翔 順天國小

32 入選 小祥豬座寶山 曾彥竣 羅加憲 吳厝國小

34 入選 步步高升熱氣球 黃語晨 順天國小

35 入選 快樂過年小豬豬 曾鳳書 郭季菲 順天國小

40 入選 財神皇后 陳禹仲 詹學宸 順天國小

42 入選 招財貓 胡鈞凱 詹承翰 順天國小

清水紫雲巖108年度花燈比賽(國小中年級組)得獎名冊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38 第壹名 諸事大吉迎新春 莊惇淳 莊昀燦 北勢國小 黃淑珍
9 第貳名 闔家歡 梁瑀恩 黃炫淨 甲南國小 楊素枝
18 第貳名 鯉躍龍門 劉采恩 吳厝國小 紀藶珊
13 第三名 天篷兆豐年 周宥廷 清水勵學會 周世祥

19 第三名 富貴豬朝大財 陳言 吳厝國小 林英杰

29 第三名 祥豬獻瑞 林承溢 順天國小 顏麗娟

5 佳作 灯輝燦爛 林弘翔 建國國小

8 佳作 一馬當先 蔡如涵 甲南國小

12 佳作 順風耳 洪愷呈 清水勵學會

17 佳作 祥豬獻瑞招財進寶 曾筱晴 吳厝國小

26 佳作 好運旺旺來 王友辰 曾詩蘋 順天國小

32 佳作 豬事旺旺來 呂念潔 林寬琪 順天國小

35 佳作 情侶 邱羽楨 鄭羽媗 順天國小

3 入選 豬祝台灣福氣到年年春 蔡承恩 高美國小

14 入選 金豬報喜迎新春 莊家權 槺榔國小

15 入選 豬浴滿堂 王譽勲 西寧國小

16 入選 豬福新年快樂萬物春象 黃語謙 黃博謙 鹿峰國小

23 入選 花現小豬 鍾茜妤 洪詩柔 順天國小

30 入選 狂歡豬椅 張睿軒 紀翔木 順天國小

34 入選 魷魚小豬 黃宥瑜 劉纓綺 順天國小

清水紫雲巖108年度花燈比賽(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16 第壹名 慈母豬轉乾坤 周宏維 清水勵學會 周義修

20 第貳名 豬肥人富好運到 陳沛安 東海大學附設國中部 楊惠娟

3 第三名 神燈豬喜迎春 傅梓翔 清水國中 楊婉伶

31 第三名 送狗迎豬賀新年 陳淑貞 王寶苗 龍津國中 廖珮如

35 第三名 豬年財神到 傅梓翔 傅紫綺 清水國中 傅喧華

12 佳作 節節上升豬士旺旺 林芯瑜 廖淑雲 清水國中

13 佳作 紅豬報福 顏綺慧 陳怡瑄 清水勵學會

24 佳作 財神賀歲 王寶苗 陳淑貞 龍津國中

27 佳作 諸事圓滿諸事圓滿 蔡昀庭 中港國中

30 佳作 派大星引金福 張萊堡 陳柏屹 龍津國中

32 佳作 豬年行大運 王寶苗 陳淑貞 龍津國中

34 佳作 珍豬美人魚 陳鈞郁 陳奕安 龍津國中

6 入選 滿福寶 王聖翔 清水國中

9 入選 粉紅豬 蔡佳彤 蔡佳臻 清水國中

21 入選 花開富貴 陳柏屹 龍津國中

22 入選 金豬頌春 李鈺珍 楊智涵 龍津國中

清水紫雲巖108年度花燈比賽(國中組)得獎名冊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81 第壹名 貔貅報喜 陳奕嘉 柯日新 台中一中 顏麗娟

23 第貳名 飛向2019金豬好讚 周鈺唐 周肇斌

74 第貳名 財神到 蔡昀芝 蔡亦閎 清水勵學會 洪秀玲

87 第三名 裝滿福氣吧  劉芝芸 大明高中 柯燈杰

96 第三名 紅豬爆喜 邱品叡 大明高中 柯燈杰

97 第三名 招財豬 張貫博 大明高中 柯燈杰

2 佳作 招財豬 呂玟萱 張芷瑜 嘉陽高中

5 佳作 阿福 葉逸群 楊正威 嘉陽高中

11 佳作 豬來喜慶 許祥慧 陳芷瑄 嘉陽高中

13 佳作 富貴有餘 卓佩瑩 蔡慧琴 嘉陽高中

22 佳作 財星高照 劉文馨 李弘詳 嘉陽高中

63 佳作 朱雀變色 王淋宣 曾娜 大明高中

69 佳作 金奉呈祥攜春來 杜泓毅 邱琦雁 大明高中

72 佳作 豬年運轉好運到 江志緯 清水勵學會

73 佳作 豬事如意吉祥 周品榕 清水勵學會

79 佳作 信及豚魚新年好 高境鎂 大明高中

86 佳作 墨西哥牛仔 蘇勻廷 大明高中

3 入選 豬事圓滿 鄧心瑜 蔣鈺臻 嘉陽高中

4 入選 豬獅如意 吳依純 張淑賢 嘉陽高中

6 入選 吉祥豬拜年送金 吳悅菱 顏于婷 嘉陽高中

7 入選 豬豬平安 王瑜君 蔡儀君 嘉陽高中

10 入選 豬將送財 王棋霖 紀名瞳 嘉陽高中

12 入選 財源滾滾 洪子晴 洪依珊 嘉陽高中

14 入選 財源廣進 葉芫廷 蔡昀芳 嘉陽高中

15 入選 年年有魚 蔡佾諼 林文遠 嘉陽高中

16 入選 豬事吉祥 陳茗芯 陳奕杰 嘉陽高中

19 入選 月亮先生 黃菱蓁 王彧子 嘉陽高中

20 入選 媽祖保佑 蔡歷杰 許庭瑋 嘉陽高中

24 入選 玉兔 陳品安 大明高中

30 入選 看神不凡 張凱鈞 張培龍 大明高中

清水紫雲巖108年度花燈比賽(高中組)得獎名冊



31 入選 吳冠妮 大明高中

35 入選 明豬 胡斌 大明高中

37 入選 FLOWer 王苡蒨 廖禹喬 大明高中

48 入選 達摩 王子悅 李欣妮 大明高中

51 入選 雙龍奪豬 白逸文 林延旭 大明高中

55 入選 豬 邱亭綾 大明高中

60 入選 雀躍 黃郁暄 張芷瑜 大明高中

68 入選 可的小豬 吳庭瑄 大明高中

71 入選 藤勃花展 蔡承育 致用高中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10 第壹名 金諸獻祥平安福 周世祥 何惠雯

14 第貳名 大豐收 蔡金本 洪秀玲

5 第三名 諸事圓滿平力旺 清水幼兒園高西分所全體同仁

6 第三名 金豬報喜 清水幼兒園本部小班

8 佳作 豬年滾滾元寶來 廖瓊蘭 李思惠

12 佳作 豬猴慶團圓 蔡美芳

13 佳作 全家福迎新春 江寯凱 江文光

16 佳作 白琵鷺吉祥 李宗仁 李水深

17 佳作 豬豬報新春 林尚鋒

1 入選 超人史奴比過新年 周肇斌

2 入選 金豬財神帶寶來 許淑貞

7 入選 花開富貴 清水幼兒園本部大班

9 入選 豬諸招財 林翠翠

清水紫雲巖108年度花燈比賽(社會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