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獎序號 報名序號 學童姓名 就讀學校 家長姓名

1 1 徐○恩 葫蘆國小 余★倩

2 2 林○荃 雙連幼兒園 梁★如

3 4 蔡○宸 市教大附小附幼 江★

4 5 王○峰 泰北幼兒園 甘★婷

5 6 闕○軒 升幼兒園 闕★忠

6 7 盧○佑 西園國小 劉★甄

7 8 劉○樂 東門國小 洪★鈴

8 9 林○翔 泰北非營利幼兒園 何★儀

9 11 林○珊 國語實小 楊★蓉

10 13 詹○錡 幼心幼稚園 王★涵

11 14 洪○桐 台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林★湘

12 15 楊○寧 明湖國小 游★慧

13 17 周○平 大龍國小附幼 蔡★容

14 18 李○庭 南門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安

15 19 魏○治 南門國小 謝★芬

16 20 蘇○樂 興德國小附幼 李★堅

17 21 陳○叡 私立景美非營利幼兒園 徐★婷

18 22 林○京 潭美國小 許★璇

19 23 吳○諒 萬興國小 王★萍

20 24 陳○維 辛亥國小 陳★儀

21 27 張○揚 大理國小 張★睿

22 28 陳○辰 北市大附小 陳★佐

23 30 高○綾 健康國小 李★如

24 31 蕭○良 福林國小 陳★如

25 32 張○晴 內湖國小 王★薇

26 34 張○同 興雅國小 張★麟

27 37 喻○晴 辛亥國小 曹★軍

28 38 陳○琳 辛亥國小 張★婷

29 39 黃○晴 辛亥國小 謝★華

30 40 吳○諭 南湖國小 翁★萍

31 41 黃○勛 辛亥國小 黃★欽

32 44 王○謙 辛亥國小 楊★嫃

33 45 黃○詠 國北教大實小 歐★萍

34 48 羅○騏 辛亥國小 羅★勝

35 50 官○甯 辛亥國小 莊★倫

36 52 徐○軒 東門國小 蕭★伃

37 55 方○安 東門附幼 鄭★文

38 56 蘇○瑄 大安國小 胡★萍

39 57 潘○郡 辛亥國小 胡★

40 58 莊○睿 內湖國小 鄧★

41 59 陳○蓉 南門國小 陳★鴻

42 61 林○鈞 南湖國小 林★諠

43 63 張○鈞 健康國小 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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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64 藍○ 東門國小 楊★林

45 66 游○浩 內湖國小 蘇★華

46 67 吳○維 東門國小 官★怡

47 68 林○權 長春國小 紀★雯

48 69 葉○霈 南港國小 王★如

49 70 黃○毅 修德國小 王★賢

50 71 林○弘 長春國小 魯★萍

51 72 雷○晴 玉成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君

52 75 林○恩 立人國際國民小學 邱★涵

53 76 王○彥 三興國小 周★★ 

54 77 黃○容 中山國小 王★冶

55 79 李○蓉 仁愛國小 馮★瑩

56 80 蘇○元 仁愛國小 蘇★豪

57 83 莊○臻 力行國小 莊★翰

58 85 張○甯 光復國小 張★銘

59 87 洪○彥 仁愛國小 羅★玲

60 88 呂○ 仁愛國小 呂★媽

61 89 倪○葳 健康附幼 姜★潔

62 90 黃○帆 健康國小 郭★婷

63 91 廖○群 力行國小 廖★仁

64 92 陳○妤 大直國小 梁★婷

65 93 朱○紘 龍安國小 蔡★君

66 94 尤○登 龍安國小 王★

67 95 謝○安 衛理幼兒園 楊★菁

68 96 陳○寧 長春國小 張★菁

69 97 陳○伶 明湖國小 蕭★明

70 98 李○靜 大龍國小 李★文

71 99 陳○潔 仁愛國小 卓★怡

72 101 張○盛 仁愛國小 黃★明

73 103 陳○心 大龍國小 陳★仁

74 104 張○翔 仁愛國小 黃★昤

75 105 王○得 大直國小 彭★文

76 106 邊○山 文湖國小 游★瑩

77 107 劉○綾 民生國小 陳★賢

78 108 土○○麟 葫蘆國小 薛★蓉

79 110 張○庭 力行國小 張★傑

80 111 高○希 南湖國小 陳★妤

81 114 陳○臻 實踐國小 陳★瑋

82 115 吳○熹 文湖國小 黃★晴

83 117 張○安 百齡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琪

84 120 許○真 仁愛國小 許★欣

85 121 崔○翔 健康國小 黃★芬

86 122 周○ 內湖國小 詹★敏

87 124 黃○詠 健康國小 蔡★珊

88 125 黃○傑 仁愛國小 吳★芬

89 126 李○勤 內湖國小 李★聯



90 127 李○樂 內湖國小 林★華

91 128 謝○軒 永安國小 童★綾

92 130 楊○翔 南湖國小 楊★莉

93 131 楊○涵 南湖國小 楊★欣

94 132 黃○鈞 健康國小 邱★婷

95 134 雷○婗 建安國小 張★秀

96 135 侯○嘉 永安國小 張★玉

97 136 黃○倢 大安國小 黃★斌

98 138 王○云 福德國小 王★如

99 142 林○岑 和平實小 鄭★云

100 143 朱○兒 南門國小 李★君

101 144 郭○仁 台北市立中山幼兒園 俞★潔

102 145 郭○渝 南湖國小 薛★玲

103 147 姜○薺 明德國小 陳★葳

104 148 陳○榆 百齡國小 陳★利

105 149 陳○妮 文化國小 陳★吟

106 150 黃○閎 仁愛國小 蘇★斐

107 151 陳○廷 百齡國小 李★儀

108 152 葛○喬 辛亥國小 邱★褕

109 153 許○寧 中山幼兒園 許★昌

110 154 楊○臻 大龍國小 楊★郎

111 156 林○穎 仁愛國小 張★馨

112 158 曾○恆 老松國小 曾★弘

113 159 陳○煬 清江國小 黃★華

114 160 廖○萱 台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溫★鈞

115 161 簡○彤 天母國小 楊★鈴

116 163 張○庭 雙連幼兒園 林★勤

117 164 陳○婕 雨農國小 陳★雯

118 168 李○銘 士林幼稚園 李★楠

119 170 王○心 百齡國小 呂★瑩

120 171 翁○辰 百齡國小 李★容

121 172 許○儀 福林國小 許★彥

122 173 郭○蓉 中山幼兒園 郭★軒

123 175 林○恩 三玉國小 陳★君

124 177 黃○誠 台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黃★喬

125 179 郭○瑭 西松國小 朱★琪

126 180 顏○宇 大同附幼大班 周★琪

127 181 許○竹 台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羅★卿

128 183 紀○心 逸仙國小 溫★宜

129 184 蕭○叡 仁愛國小 蕭★成

130 185 林○懿 經國三民幼兒園 林★彥

131 186 周○巧 大同國小 周★文

132 187 林○希 新生國小 林★旭

133 188 李○緁 東門附幼 朱★霙

134 189 蕭○騏 百齡國小 彭★瑩

135 190 詹○勳 南門國小 黃★玲



136 191 張○崴 南門國小 余★玲

137 194 李○榆 百齡國小 林★廷

138 195 張○昕 忠孝國小 朱★芳

139 196 廖○喬 博愛國小 蔡★璇

140 197 黃○泰 仁愛國小 黃★婷

141 198 周○亭 興華國小 余★柔

142 199 李○叡 國語實小 顏★瑩

143 200 紀○榕 萬大國小 陳★光

144 201 黃○晴 仁愛國小 游★慧

145 202 游○俁 南湖國小 游★成

146 203 郭○源 大同國小 蔡★玲

147 205 黃○翔 台北市立中正幼兒園 黃★珊

148 206 周○彣 力行國小 郭★穗

149 207 陳○承 南湖國小 潘★好

150 208 張○婷 文化國小 沈★菁

    恭喜您，經電腦亂數抽籤結果，您抽中2020臺北市兒童月「悠遊台北‧我的
家」野餐活動的野餐用品套組，百齡國小6/15(一)前將會mail一份您專屬的領
獎編號，請您務必記牢這個編號並注意以下事項:
1.錄取親子組務必於7月11日下午16時30分至17時30分持本email數位或紙本畫面
與可證明中籤人之身分證件，至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臺旁之報到處進行報到，
經核對資料後，依序領取野餐活動用品套組。
2.當日逾17時30分(現場撥通117報時時間為準)尚未持中籤通知領取之家戶，經
現場唱名三次，則自動喪失中籤資格。隨即依開放現場報名先後順序遞補發放，
務請準時到場領取，免生爭議。
3.視當日(109.7.11)國家防疫要求，若還是得戴上口罩，也煩請配合，百齡國小
當日會準備酒精供大家消毒使用。
4.再次恭喜您中獎，百齡國小不會主動與您聯繫，務必留意詐騙情形發生，本次
活動後隨即銷毀所有報名資料，請家長放心!有任何疑問可洽百齡國小學務處 許
朝育主任 28817683轉830。期待當天與您的會面，並祝闔家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