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禧以下同學參與「守護大地，畫、話北投」---北投大富

翁守護景點繪畫比賽作品入選得獎，本會將公開舉行頒獎儀

式致贈北投大富翁遊戲乙組，獎狀乙只。 

詳細頒獎時間地點如下。 

  

報到時間：中華民國報到時間：中華民國報到時間：中華民國報到時間：中華民國 9595959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8888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9999 點點點點 30303030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10101010 點點點點 

  

報到地點：北投社區大學報到地點：北投社區大學報到地點：北投社區大學報到地點：北投社區大學    期末成果展會場服務台期末成果展會場服務台期末成果展會場服務台期末成果展會場服務台 

(新民國中活動中心，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10 號) 

  

北投文化基金會北投文化基金會北投文化基金會北投文化基金會、北投社區大學、北投社區大學、北投社區大學、北投社區大學敬賀敬賀敬賀敬賀 

聯絡人：陳姿安，電話：(02)2891-7453，網站：www.ptcf.org.tw 

 

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    

((((以下排列以學校筆畫排序，並非名次以下排列以學校筆畫排序，並非名次以下排列以學校筆畫排序，並非名次以下排列以學校筆畫排序，並非名次))))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大屯國小 03 甲 吳睿軒 戀戀北投,暖暖溫泉 

文化國小 0101 傅子寧 陽明山下 

文化國小 0505 曹郁笙 划龍舟 

文化國小 0505 陳昱昀 和喜拿犬一起泡溫泉 

文化國小 0505 吳燕華 北投大地 

文化國小 0505 林勍 復興三路櫻花步道 

文化國小 0609 闕壯啟 溫泉博物館 

文化國小 0609 曾昱璇 北投溫泉博物館 

文林國小 02 信 王之伶 石拱橋 

文林國小 02 信 林楷倫 北投美景一日遊 

文林國小 02 信 魏豪宏 地熱谷 

文林國小 02愛 林華謙 泡溫泉 

文林國小 03忠 蘇綺茜 關渡自然公園 

文林國小 04忠 魏聿翎 北投溫泉之旅 

文林國小 04信 林函蓁 陽明山之旅 



文林國小 04信 黃楚涵 陽明山和地熱谷之旅 

文林國小 04信 甘人方 快樂地方陽明山 

文林國小 04信 蕭雅如 雪白的牛奶湖 

文林國小 04信 洪嘉宏 美麗的陽明山 

文林國小 05 忠 高子馨 北投溫泉 

文林國小 05 忠 蔡翌琳 限時專送 

文林國小 05 忠 黃培華 關渡自然公園 

文林國小 06 仁 謝佳螢 吟松閣 

文林國小 06 義 謝宗翰 聽大自然的歌聲 

北投國小 0101 詹佳衡 繪意溫泉博物館 

北投國小 0112 魏曦妍 北投市場 

北投國小 0112 楊雅竹 關渡宮 

北投國小 0202 劉冠緯 關渡自然公園 

北投國小 0203 李蘋薇 溫泉的故鄉-北投 

北投國小 0308 陳柏廷 划龍舟 

北投國小 0310 江季樺 關渡宮 

北投國小 0403 陳奕孝 採桶柑 

北投國小 0403 施佳慧 懷舊 

北投國小 0412 黃浩中 關渡水鳥 

北投國小 0503 朱薇潔 四季之山─陽明山 

北投國小 0610 邱宛婷 台灣藍雀 

石牌國小 0101 蕭任佑 漢番界碑 

石牌國小 0104 郭志穎 泡湯 

石牌國小 0107 謝明哲 關渡大橋 

石牌國小 0110 王瑋 北投公園 

石牌國小 0111 朱浩瑄 關渡懷英亭 

石牌國小 0111 朱培瑜 關渡宮 

石牌國小 0208 林語芃 北投之泉 

石牌國小 0212 蔡欣妤 北投溫泉博物館 

石牌國小 0216 倪愷 陽明山 

石牌國小 0216 王唯真 地熱谷 

石牌國小 0216 汪哲皜 好熱的地熱谷 

石牌國小 0304 洪毓蔓 陽明山國家公園 

石牌國小 0304 呂玟儀 我愛北投 

石牌國小 0308 阮靖雅 美麗的大自然 

石牌國小 0312 楊雯雅 北投溫泉博物館 

石牌國小 0314 阮讌婷 陽明山的花鐘 

石牌國小 0316 蘇詠涵 快樂賞關渡 

石牌國小 0401 陳昭邑 夢想中的石拱橋 



石牌國小 0401 陳怡臻 溫泉博物館 

石牌國小 0410 吳嬛軒 熱鬧的慈生宮 

石牌國小 0512 林韋君 吟松閣 

石牌國小 0513 洪逸安 瀧乃湯 

石牌國小 0603 蔡佳凌 花鐘 

石牌國小 0603 潘子揚 關渡鹹鴨蛋 

石牌國小 0603 周孝寧 北投溫泉博物館 

石牌國小 0613 詹翊如 環遊北投 

立農國小 0102 沈暐庭 北投傳說 

立農國小 0104 曾煒群 到陽明山觀察昆蟲 

立農國小 0301 李宗祐 關渡自然好風光 

立農國小 0303 江紫維 善良的女巫 

立農國小 0304 曾品寧 軍艦岩 

立農國小 0306 曾芷媛 陽明山上的櫻花樹 

立農國小 0402 王耀萱 划龍舟大賽 

立農國小 0404 廖珮伶 石拱橋 

立農國小 0506 陳俞安 暖和和的北投溫泉 

立農國小 0506 李飛羽 北投溫泉博物館 

立農國小 0506 陳敏慈 北投溫泉 

立農國小 0506 陳俞因 探索北投 Let's Go! 

立農國小 0603 莊可畏 貴子坑的美景 

立農國小 0605 李郁玟 水鳥 

明德國小 0104 劉耕毓 陽明山國家公園 

明德國小 0104 黃仲雍 北投關渡宮 

明德國小 0202 黃楷婷 關渡自然公園 

明德國小 0202 鐘育騏 北投的邀請 

明德國小 0206 林冠儒 沼潮蟹和他的鄰居 

明德國小 0302 薛婷文 關渡大橋 

明德國小 0307 童瑋婕 我最愛的湯 

明德國小 0406 黃柏銜 安心農園 

明德國小 0501 林昭妤 關渡自然公園 

明德國小 0501 黃琳玲 珊娜賽的魔法國度 

明德國小 0501 戴淯琳 關渡宮 

明德國小 0501 林韋丞 北投好所在 

明德國小 0501 張哲睿 擎天崗 

明德國小 0604 黃麟翔 北投風情 

明德國小 0605 黃郁珈 大家來泡湯 

明德國小 0606 謝明承 關渡宮 

明德國小 0606 陳瑀 八仙圳 



明德國小 0608 郭珊如 精采的划龍舟比賽 

泉源國小 04 甲 王顯中 北投公園好地方 

洲美國小 06 甲 陳虹宇 星光夜"景" 

洲美國小 06 甲 陳威元 北投濃情 

桃源國小 03 忠 傅偉豪 關渡橋 

清江國小 0104 杜絜頤 限時專送阿彬 

清江國小 0202 林威廷 北投公園 

清江國小 0301 張楚 溫泉 

清江國小 0303 陳靖雅 打石真辛苦 

清江國小 0304 曹少蓉 美麗的大地 

清江國小 0502 蘇育正 北投--限時專送 

清江國小 0504 劉致廷 北投趴趴走 

清江國小 0505 林孜晏 北投溫泉博物館 

湖田國小 05 忠 曹克銘 燕子 

關渡國小 0103 吳冠潔 關渡碼頭 

關渡國小 0103 莊皓筠 關渡自然公園 

關渡國小 0206 遊筱雯 貴子坑自行車道 

關渡國小 0206 許嘉晉 關渡宮神龍 

石牌國中 0703 曾琳靜 懷念關渡宮 

石牌國中 0725 賴怡君 戀戀北投 

明德國中 0801 林子傑 陽明山公園遊玩 

桃源國中 0701 魏玉芬 陽明山國家公園 

桃源國中 0702 陳育廷 石拱橋 

桃源國中 0703 陳蓉薇 貴子坑 

桃源國中 0703 青木綾理 吟松閣 

桃源國中 0703 黃雅筠 落花布道 

桃源國中 0801 黃盈禎 貴子坑園 

桃源國中 0803 林怡亞 陽明山步道 

新民國中 0702 許如儀 北投溫泉博物館 

新民國中 0702 林芳妏 北投溫泉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