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次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 校名 指導老師

28 第壹名 鼠去年來平安年 呂宇澔 勵學會 趙苑淳

1 第貳名 飼牛囝的迴想曲 黃語謙 楊馥語 鹿峰國小 王玉蓮

16 第三名 神牛護豬 蔡丞晏 勵學會 蔡基業

36 第三名 幸福小牛 吳剴澤 林書煜 吳厝國小 周知正

37 第三名 香米粒慶豐年 陳姿涵 劉謙儀 吳厝國小 黃朝恭

4 佳作 神機器人 蔡嘉宬 黃彥博 西寧國小

9 佳作 牛轉乾坤 王昱鵬 勵學會

14 佳作 妞妞扭牛 翁聖捷 勵學會

33 佳作 舞出春風牛 吳翊岑 吳厝國小

48 佳作 奔向0疫情 陳品妤 陳暐程 竹林國小

2 入選 龍龍過牛年 陳立捷 文揚藝廊

3 入選 蓮花 蔡孟妍 西寧國小

5 入選 異想天開 余柔妍 西寧國小

6 入選 太陽 洪翊傑 西寧國小

7 入選 步步高昇 蔡昀潔 西寧國小

10 入選 喝牛角鮮奶 任恩樂 卓曉妞 勵學會

11 入選 環保地球村 呂宇哲 勵學會

12 入選 涅槃重生 林于玄 勵學會

13 入選 多拉A夢 林品勳 勵學會

15 入選 福牛迎春 陳佳苡 勵學會

17 入選 牛年鴻運 蔡羽捷 勵學會

29 入選 趴趴熊進元寶 周妍安 賴奎翰 勵學會

30 入選 七彩夢想創意家 施羽禎 吳宇杰 勵學會
31 入選 彩魚吃牛角麵包 陳可芳 宋巧晴 勵學會
42 入選 太陽公公 鍾鴻偉 吳厝國小
43 入選 慈年獻愛轉乾坤 蔡嘉富 吳厝國小
44 入選 牛轉乾坤 顏詩云 竹林國小
45 入選 海龜獻瑞 陳螢箴 文揚藝廊

46 入選 犇向幸福 許庭語 梧棲國小

清水紫雲巖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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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第壹名 金蟾賀年 蔡瑩臻 蔡莘澄 吳厝國小 楊惠娟

18 第貳名 旺旺牛 蔡語珊 蔡丞冠 吳厝國小 薛建成

2 第三名 牛轉乾坤 黃筱筠 文揚藝廊 廖珮如

10 第三名 牛轉乾坤旺新春 陳立夫 勵學會 金碧輝

7 佳作 健康小牛 任恩萱 黃上恩

13 佳作 飛牛轉世 蔡鈞皓

15 佳作 福牛賀新春 陳浤銘

20 佳作 鴻牛轉運 蔡沛錞 曾彥竣 吳厝國小

12 佳作 年年有餘 洪子茵

4 入選 犇向未來 陳子軒 陳紀希 西寧國小

6 入選 年牛有魚 王拓翔

14 入選 牛年大吉 蔡宜芸

19 入選 蘿蔔最好吃 蔡慈玲 張芸榛 吳厝國小

24 入選 鯉躍龍門 蔡丞冠 蔡語珊 吳厝國小

28 入選 牛牛平安 陳妙蓮 西寧國小

清水紫雲巖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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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第壹名 鳳凰于飛迎新春 陳曉嫻 勵學會 洪秀玲

30 第貳名 戲春 傅梓翔 清水國中 傅萱華

22 第三名 金牛報喜 林弘翔 清水國中 廖淑雲

23 第三名 金牛報喜 周宥廷 陳芷萱 勵學會 何惠雯

17 佳作 牛飛沖天 黃義軒 文揚藝廊

18 佳作 牛轉新機 廖宥愉 李品嫻 文揚藝廊

19 佳作 金牛送保送新春 李品嫻 廖宥愉 文揚藝廊

20 佳作 牛運當頭 王麗棋 李佳穎 文揚藝廊

21 佳作 步步高升 蘇彩蓁 劉彥妤 文揚藝廊

28 佳作 魚躍龍門 王麗棋 李名琇 文揚藝廊

5 入選 QQ牛 陳俊憲 清水國中

10 入選 春牛報喜讚清水 陳妍珊 洪思淇 清水國中

15 入選 金牛迎新 張廷維 文揚藝廊

24 入選 搖滾牛賀新年 陳妍珊 勵學會

26 入選 童趣 張巧蓁 勵學會

清水紫雲巖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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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第壹名 鼠去年來好運到 陳毓昕 大明高中 蔡亦閎

29 第貳名 金牛迎新春 林芯瑜 林筱蓉 沙鹿高工中港高中 林景堂

46 第貳名 哞好運,開好花,坐享福 張貫博 大明高中 柯燈杰

18 第三名 開鷺先鋒 盧玟妤 王彥翔 大明高中 黃文麗

35 第三名 牛小妹賀新春 陳柏屹 文揚藝廊 蔡素萍

43 第三名 有牛星 邱亭綾 劉芸芸 大明高中 柯燈杰

1 佳作 牛奶牛 朱祐萱 張安蕙 大明高中

4 佳作 牛人 許育綺 曾美秀 大明高中

33 佳作 五穀豐收大發財 王聖翔 勵學會

7 入選 白熊小南瓜 羅珮緹 大明高中

30 入選 牛饕 詹昕樺 黃薰珮 大明高中

31 入選 防疫優先 林志勇 勵學會

36 入選 牛小弟賀新春 黃翊軒 文揚藝廊

39 入選 呷罷牟 朱妍妍 大明高中

41 入選 Happyyear 張喬崴 大明高中

42 入選 鯉躍神牛 張令榆 許雅琇 大明高中

44 入選 牛五花 林柏緯 周芊榕 大明高中

34 入選 Long necked 賴羿辰 大明高中

14 入選 牛牛過新年 李安橋 劉芸瑄 大明高中

19 入選 清水母 林暐桓 大明高中

45 入選 貝兒牛 林承翰 大明高中

5 入選 台灣之光天之驕子 林錡均 蒲欣儀 大明高中

6 入選 ㄋㄊㄆ 許婕晞 大明高中

9 入選 牛年新希望 陳雍智 王伯任 大明高中

13 入選 好牛 吳祐慈 張 榕 大明高中

27 入選 金牛送財 王彬承 張瑞元 大明高中

28 入選 蛇年寶蛋 王姵筠 李嘉馨 大明高中

38 入選 大頭母牛 邱莉庭 大明高中

26 入選 母餒牛 廖彥廷 大明高中

37 入選 福從天降 楊舒婷 楊簥甄 大明高中

40 入選 牛咖 張鈞博 林楷倫 大明高中

清水紫雲巖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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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壹名 五穀大豐收 廖瓊蘭 李思惠

1 第貳名 出現奇蹟 王玉蓮 楊基全

20 第貳名 犇向牛年 許至傑

14 第三名 金牛轉乾坤 周世祥 何惠雯

26 第三名 福牛迎春 傅雲銓 黃素香

16 佳作 半年財源廣進 江雋凱 江志緯

17 佳作 鈺牛迎春報平安 周品君 周品榕

18 佳作 牛轉乾坤福氣 周知正 吳曜豪

21 佳作 牛通 劉芝芸 邱亭綾

2 入選 快樂牛 周鈺唐

4 入選 金牛鬧花燈 許淑貞

6 入選 好運旺旺來 清水幼兒園鰲峰分班

8 入選 好運牛放 清水幼兒園

9 入選 牛轉乾坤 清水幼兒園高西分班

11 入選 璀璨慶魚年 清水幼兒園

12 入選 牛轉乾坤 清水幼兒園

13 入選 花開富貴 吳美玉 黃梓未

15 入選 牛轉乾坤 王淑紋 蔡基業

19 入選 牛年大吉 李水深 李宗仁

清水紫雲巖110年度花燈比賽(社會組)得獎名冊



編號 名次 指導老師 校名

28 第壹名 趙苑淳 勵學會

1 第貳名 王玉蓮 鹿峰國小

16 第三名 蔡基業 勵學會

36 第三名 周知正 吳厝國小

37 第三名 黃朝恭 吳厝國小

編號 名次 指導老師 校名

17 第壹名 楊惠娟 吳厝國小

18 第貳名 薛建成 吳厝國小

2 第三名 廖珮如 文揚藝廊

10 第三名 金碧輝 勵學會

編號 名次 指導老師 校名

25 第壹名 洪秀玲 勵學會

30 第貳名 傅萱華 清水國中

22 第三名 廖淑雲 清水國中

23 第三名 何惠雯 勵學會

編號 名次 指導老師 校名

32 第壹名 蔡亦閎 大明高中

29 第貳名 林景堂 沙鹿高工中港高中

46 第貳名 柯燈杰 大明高中

18 第三名 黃文麗 大明高中

35 第三名 蔡素萍 文揚藝廊

43 第三名 柯燈杰 大明高中

清水紫雲巖110年度花燈比賽(國小中年級組)得獎名冊

清水紫雲巖110年度花燈比賽(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清水紫雲巖110年度花燈比賽(國中組)得獎名冊

清水紫雲巖110年度花燈比賽(高中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