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水紫雲巖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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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第壹名 魚躍龍門 洪子茵 勵學會 洪秀玲

43 第貳名 大嘴鳥 劉佩淇 劉謙儀 吳厝國小 翁淨芳

49 第貳名 招財鼠鼠來寶 蔡嘉富 楊晏綸 吳厝國小 楊美真

3 第三名 大毛毛 林芊妤 陳可菁 西寧國小 林文瑞

20 第三名 鼠來寶 王昱鵬 勵學會 周知正

54 第三名 鼠錢鼠不完 陳暐程 陳品妤 竹林國小

21  佳 作 蟬叫幸福到 周妍安 賴奎翰 勵學會 周知正

46  佳 作 鯉跳龍門 鍾鴻偉 李祐靚 吳厝國小 侯伯樺

4 入 選 可愛小鯨魚 江秉澤 西寧國小 黃錦麗

5 入 選 黑夜貓頭鷹 鄭湘妍 西寧國小 黃錦麗

8 入 選 泰迪熊 蔡宇菲 西寧國小 葉芳秀

11 入 選 蝴蝶 洪珞語 西寧國小 李慧文

13 入 選 冰雪家園 黃巧雯 西寧國小 許瓊華

27 入 選 鼠年行大運 楊坤珉 勵學會 周知正

29 入 選 鼠年迎新春 楊宜臻 勵學會 蔡宛倫

31 入 選 熊平安熊發財 蔡丞晏 勵學會 蔡基業

34 入 選 金銀招財鼠來寶 陳立夫 勵學會 金碧輝

40 入 選 飛天鼠幸福到 吳翊岑 羅捷予 吳厝國小 林慈慧

42 入 選 獅子魚好幸福 蔡嘉富 吳剴澤 吳厝國小 周知正

44 入 選 可愛的瓢蟲 陳咨涵 蔡欣霓 吳厝國小 周知正

47 入 選 蜘蛛結網 江旻叡 吳婕羽 吳厝國小 王玉玟

50 入 選 祥鼠歡舞慶豐年 林書煜 陳祈威 吳厝國小 林宛穎

51 入 選 一路順風百世成功 黃語謙 楊馥語 鹿峰國小 王玉蓮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17 第壹名 金鼠喜慶好運來 陳妍姍 勵學會 金碧輝

24 第貳名 鼠來寶 吳蔚旼 吳晉維 吳厝國小 林宛穎

26 第貳名 慈母鼠轉乾坤 劉采恩 吳厝國小 薛建成

21 第三名 大嘴鳥 曾彥竣 蔡語珊 吳厝國小 張美雪

27 第三名 戰神 蔡瑩臻 陳淳蓁 吳厝國小 薛建成

28 第三名 瑞鼠北豐年 傅紫綺 槺榔國小 傅萱華

1 佳作 金鼠報喜迎新春 林弘翔 建國國小 廖淑雲

2 佳作 2020鼠來寶 楊翊莛 清水國小 楊素枝

12 佳作 一飛衝天 陳子軒 陳紀希 西寧國小 張祐榕

18 佳作 錢鼠來報到 林峻毅 勵學會 周知正

22 佳作 花開富貴鼠來寶 蔡丞冠 楊巧亘 吳厝國小 楊美真

5 入選 鼠年大吉 陳彥丞 西寧國小 楊涵鈞

11 入選 鼠年發發發 陳妙蓮 西寧國小 張祐榕

23 入選 蜘蛛 王品晴 曾雅蜜 吳厝國小 林英杰

25 入選 快樂幸福甲蟲 白潔臻 蔡沛錞 吳厝國小 楊惠娟

清水紫雲巖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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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壹名 老鼠娶親迎新年 洪承佑 勵學會 洪秀玲

14 第貳名 母子鼠樂迎春 傅梓翔 清水國中 傅貴英

5 第三名 金鼠報新春 林芯瑜 清水國中 林景堂

8 第三名 鼠鼠如意行大運 周宥廷 勵學會 周世祥

2 佳作 2020鼠年行大運 林楷洹 清水國中 蔡如珮

10 佳作 米奇老大來過年 林志勇 勵學會 周知正

11 佳作 金鼠送福家興旺 梁東煒 梁詠炫 勵學會 梁錫海

15 佳作 請豬迎鼠 張廷愷 黃俞翔 龍津國中 廖珮如

1 入選 步步高升 王聖翔 清水國中 楊博丞

4 入選 鼠一鼠二0二0 楊景喬 清水國中 林孟樺

19 入選 鼠不盡的收穫 白宇彤 黃郁惠 龍津國中 廖珮如

22 入選 錢鼠旺旺 魏方合 何佩昀 龍津國中 廖珮如

清水紫雲巖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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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第壹名 大自然的破壞 劉韋伶 林育亘 龍津高中 廖珮如

33 第貳名 金屬迎春喜洋洋 周宏維 勵學會 周義修

36 第貳名 鼠遂報佳音 劉馨荷 張媚婷 龍津高中 廖珮如

14 第三名 祥獅獻瑞 洪子晴 洪依珊 嘉陽高中 呂衍諭

32 第三名 緣分 張雅淇 龍津 廖珮如

34 第三名 鼠報平安快樂年 周品榕 勵學會 何惠雯

31 佳作 重金鼠 林佳瑩 陳俞璇 嶺東 高緒國

39 佳作 火樹銀花迎玉鼠 趙哲妘 趙甜雅 龍津高中 廖珮如

4 入選 招財進寶鼠來寶 王桂聿 嘉陽高中 呂衍諭

9 入選 招財鼠 黃俊凱 嘉陽高中 呂衍諭

15 入選 祥龍獻瑞 李弘詳 劉文馨 嘉陽高中 呂衍諭

22 入選 叱新年 王舶勳 蔡佾諼 嘉陽高中 呂衍諭

25 入選 花開富貴 洪斌翔 嘉陽高中 呂衍諭

35 入選 百花齊放迎新春 陳映辰 王宥善 中科實驗高中 廖珮如

37 入選 非你莫鼠 陳柏屹 紀承恩 龍津高中 廖珮如

38 入選 銀花萬族迎金鼠 李博繻 林子揚 龍津高中 廖珮如

41 入選 富貴好運鼠不盡 劉秉弘 黃冠升 龍津高中 廖珮如

清水紫雲巖109年度花燈比賽(高中組)得獎名冊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

16 第壹名 金鼠咬錢 清水幼兒園高西分班全體人員

11 第貳名 金屬祥瑞慶豐年 周世祥 何惠雯

6 第三名 鵝鵝展翅天鵝 蔡玗珊 孫郁婷

15 第三名 年年有餘 蔡金本 洪秀玲

2 佳作 多元同心共榮發 黃文彬

4 佳作 鼠戲繡球 蘇佳霖 林本源

12 佳作 鼠來祥瑞慶豐年 周品君

19 佳作 鼠不盡的歡樂 清水幼兒園本部

5 入選 雙心相印照紫雲 王淑貞 吳美玉

13 入選 鼠財神 林永靜

17 入選 金數來寶 李水深 李宗仁

清水紫雲巖109年度花燈比賽(社會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