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簡易花燈國小組 (Ａ) 得獎名單 

簡易國小 學生得獎人數：23 人 指導老師：20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簡
易
花
燈
國
小
組 

 

Ａ 

第一名 A24 大甲國小 寶馬抱喜馬上有財 陳Ｏ升  楊Ｏ惠  

第二名 A1 樹義國小 年年有餘 楊Ｏ萓  游Ｏ瑜  

第二名 A12 上安國小 快馬加鞭錢進台中 陳Ｏ佑 廖Ｏ翔 金Ｏ儀  

第三名 A18 育英國小 馬到成功賀新春 張Ｏ齊  鄭Ｏ娟 李Ｏ枝 

第三名 A2 潭陽國小 媽祖到，馬上好運到 游Ｏ龍 游Ｏ媛 張Ｏ貞  

第三名 A236 福民國小 馬到成功 陳Ｏ諭  張Ｏ婷 黃Ｏ秝 

佳作 A17 育英國小 金馬賺錢 鍾Ｏ蓁  李Ｏ枝  

佳作 A103 社口國小 蝶舞百花芳，寶馬迎春喜 王Ｏ珆 張Ｏ睿 洪Ｏ珍 黃Ｏ琪 

佳作 A338 松竹國小 歡樂旋轉駿馬 潘Ｏ霖 潘Ｏ霖 楊Ｏ宜 朱Ｏ玲 

佳作 A6 南陽國小 天馬行空 林Ｏ萱 林Ｏ亦 莊Ｏ涵  

佳作 A8 潭子國小 天馬行空 陳Ｏ瑄  蘇Ｏ生  

佳作 A56 頭家國小 馬兒好運吉祥到 高Ｏ森  賴Ｏ菲  

佳作 A69 長安國小 一馬當先迎馬年 陳Ｏ穎  邱Ｏ菁  

佳作 A136 大勇國小 暗夜智者喜迎春 陳Ｏ宏 廖Ｏ筠 蕭Ｏ紋 張Ｏ昭 

佳作 A7 潭子國小 馬年行大運 陳Ｏ賢  童Ｏ蓉  

佳作 A57 頭家國小 馬年迎新春 范Ｏ心 范Ｏ珍 謝Ｏ凌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簡易花燈國中組 (Ｂ) 得獎名單 

簡易國中 學生得獎人數：22 人 指導老師：18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簡
易
花
燈
國
中
組 

 

Ｂ 

第一名 B3 沙鹿國中 喜氣洋洋歡度新年 陳Ｏ廷  王Ｏ元  

第二名 B43 龍津國中 馬踏飛燕報新春 陳Ｏ志  廖Ｏ如  

第二名 B25 豐南國中 2014 吳Ｏ恩 潘Ｏ晴 潘Ｏ凱 洪Ｏ宗 

第三名 B21 衛道中學 馬上發 賴Ｏ廷 簡Ｏ呈 吳Ｏ文  

第三名 B80 至善國中 旋轉木馬-動物嘉年華 馬Ｏ琤  洪Ｏ婷  

第三名 B86 至善國中 「馬」可波蘿 郭Ｏ瑜 馮Ｏ晴 洪Ｏ婷  

佳作 B50 斗六國中 馬到成功 廖Ｏ竹  沈Ｏ吟  

佳作 B63 育英國中 馬年快樂 彭Ｏ鑠  林Ｏ堯  

佳作 B14 衛道中學 天馬行空玩創意 游Ｏ志  吳Ｏ文  

佳作 B17 衛道中學 立馬迎新 何Ｏ竹  吳Ｏ文  

佳作 B24 豐南國中 馬年行大運 陳Ｏ宏 游Ｏ勳 潘Ｏ凱 彭Ｏ娥 

佳作 B81 至善國中 五花馬 林Ｏ柔  洪Ｏ婷  

佳作 B52 斗六國中 年節廟會慶元宵 楊Ｏ璇  沈Ｏ吟  

佳作 B7 梨山國中小 馬到奔騰 幸Ｏ芊 林Ｏ玉 陳Ｏ菁  

佳作 B40 龍津國中 流星寶馬-馱重 何Ｏ芸  朱Ｏ麒  

佳作 B58 東峰國中 馬來「高」 洪Ｏ婕 汪Ｏ安 陳Ｏ文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自由創作國小組 (Ｃ) 得獎名單 

自由國小 學生得獎人數：24 人 指導老師：19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自
由
創
作
國
小
組 

 

Ｃ 

第一名 C15 育人國小 美麗臺中，馬到成功 施Ｏ恩  王Ｏ仁  

第二名 C44 元長國小(芷葳兒童美術) 躍財馬 吳Ｏ萱 吳Ｏ陞 李Ｏ宜  

第二名 C39 臺中國小 馬到成功 陳Ｏ靖 陳Ｏ宇 鄭Ｏ青 莊Ｏ禎 

第三名 C28 大德國小 雉雞報喜 黃Ｏ語 陳Ｏ勝 葉Ｏ菁  

第三名 C38 大甲國小 駿足騁躍迎新春馬上贏 陳Ｏ夫  吳Ｏ家  

第三名 C48 新港國小(芷葳兒童美術) 彩虹馬迎新春 董Ｏ辰  李Ｏ宜  

佳作 C51 清水國小 Q馬 陳Ｏ燁  顏Ｏ笙  

佳作 C57 元長國小(芷葳兒童美術) 天馬行空 許Ｏ萱  李Ｏ宜  

佳作 C30 大德國小 靈狐報喜迎新春 陳Ｏ邑 周Ｏ羽 葉Ｏ菁  

佳作 C1 樹義國小 祥獅獻瑞 楊Ｏ翰  潘Ｏ杰  

佳作 C21 社口國小 躍馬迎新春，歡喜慶豐收 陳Ｏ妤 陳Ｏ婷 郭Ｏ欣 林Ｏ甫 

佳作 C31 省三國小 飛向馬年，馬上”發” 周Ｏ唐  張Ｏ珍  

佳作 C32 省三國小 幸福加馬來 石Ｏ廷 石Ｏ妮 黃Ｏ瑜  

佳作 C60 育仁國小 駿馬迎新年 張Ｏ禎 張Ｏ熏 王Ｏ仁  

佳作 C18 協和國小 金馬奔騰 林Ｏ證  吳Ｏ萍 夏Ｏ意 

佳作 C29 大德國小 仙鶴報喜 陳Ｏ熙 顏Ｏ萱 葉Ｏ菁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自由創作國中組 (Ｄ) 得獎名單 

自由國中 學生得獎人數：27 人 指導老師：17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自
由
創
作
國
中
組 

 

Ｄ 

第一名 D3 曉明女中、明道中學 一馬當先，萬事如意 陳Ｏ歆 陳Ｏ育 黃Ｏ珍  

第二名 D18 清海國中 旋轉木馬 江Ｏ凱  李Ｏ卿  

第二名 D29 嶺東中學 魚躍 高Ｏ仁  高Ｏ國  

第三名 D40 烏日國中 馬年奔騰大吉大利 賴Ｏ惠  楊Ｏ蘭  

第三名 D6 衛道中學 金馬奔騰迎新年 賴Ｏ廷 周Ｏ安 吳Ｏ文  

第三名 D35 大業國中 駿馬奔騰賀新春 顏Ｏ丞  劉Ｏ饒  

佳作 D14 衛道中學 馬年大吉 陳Ｏ之 陳Ｏ文 吳Ｏ文  

佳作 D21 育英國中 祥獅騎馬 吳Ｏ瑄 林Ｏ茹 林Ｏ堯  

佳作 D32 大明高中(國中部) 湖心亭賞黃鴨 張Ｏ茹 顏Ｏ心 張Ｏ華  

佳作 D33 大道國中 馬的世界 陳Ｏ倫 陳Ｏ庭 顏Ｏ潔  

佳作 D34 宜寧中學(國中部) 馬年行大運 林Ｏ琰  陳Ｏ榛  

佳作 D4 臺中市非學校型態磊川

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一ㄠˊ一ㄠˊ馬 詹Ｏ阡 鄭Ｏ謙 卓Ｏ惠  

佳作 D16 東峰國中 立足全球，馬到成功 蔡Ｏ橙 蔡Ｏ龍 洪Ｏ倩 周Ｏ珍 

佳作 D41 衛道中學 馬登泰山 廖Ｏ萱 陳Ｏ儒 吳Ｏ文  

佳作 D24 育英國中 馬到成功 張Ｏ慈 黃Ｏ容 林Ｏ堯  

佳作 D42 衛道中學 天馬行空來團圓 王Ｏ莉 黃Ｏ綾 吳Ｏ文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自由創作高中組 (Ｅ) 得獎名單 

自由高中 學生得獎人數：25 人 指導老師：17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自
由
創
作
高
中
組 

 

Ｅ 

第一名 E65 嘉陽高中 駿馬迎春 賴Ｏ秀 林Ｏ瑄 陳Ｏ帆  

第二名 E15 嶺東高中 星火燎原之飛馬躍天際 蔡Ｏ倫  高Ｏ國  

第二名 E3 衛道中學 馬上成功 張Ｏ聖 陳Ｏ廷 吳Ｏ文  

第三名 E14 嶺東高中 雙雙對對，馬年富貴 張Ｏ瑋 陳Ｏ志 高Ｏ國  

第三名 E11 大明高中 馬到錢來 張Ｏ芸 陳Ｏ汝 柯Ｏ杰  

第三名 E36 葳格高中 可愛飛天馬 潘Ｏ恩  張Ｏ昂 許Ｏ雯 

佳作 E33 臺中家商 飛馬凌霄，鴻鵠志 廖Ｏ真  黃Ｏ鈴  

佳作 E71 僑泰高中 扶搖而上 蘇Ｏ瑜 賴Ｏ函 許Ｏ惠  

佳作 E22 明德高中 汝馬如馬，咩~ 陳Ｏ汝  張Ｏ琪  

佳作 E34 嘉陽高中(芷葳兒童美術) 走馬看花 蔡Ｏ邑  李Ｏ宜  

佳作 E55 嘉陽高中 走馬看花 潘Ｏ函 謝Ｏ涵 張Ｏ茂  

佳作 E16 明德高中 飛馬迎新 江Ｏ珊  張Ｏ琪  

佳作 E24 明德高中 好馬、好威、好壯、好健康 賴Ｏ呈 王Ｏ宜 張Ｏ琪  

佳作 E20 明德高中 躍元寶馬 張Ｏ宜  張Ｏ琪  

佳作 E69 僑泰高中 逢火迎新 陸Ｏ芳 廖Ｏ茹 許Ｏ惠  

佳作 E70 僑泰高中 喜氣雙馬迎新年 蔣Ｏ靜 李Ｏ蓁 許Ｏ惠  



2014 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競賽暨製作案 自由創作社會組 (Ｆ) 得獎名單 

自由社會 得獎人數：23 人 

組別 名次 編號 學校/單位 主題 作者 1 作者 2 

自
由
創
作
社
會
組 

 

Ｆ 

第一名 F2  馬上封侯喜洋洋 黃Ｏ龍  

第一名 F28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魚躍龍門 吳Ｏ瑩 李Ｏ然 

第二名 F11 臺中市太平區長青學苑 仿古走馬燈 林Ｏ勇  

第三名 F12 軟鐵 soft metal 響馬迎春 沈Ｏ芸 魏Ｏ坤 

佳作 F8 大德國小 龍馬奔騰賀新春 葉Ｏ菁 黃Ｏ菱 

佳作 F15 外埔區長青學苑 狀元及第之馬上發 黃Ｏ雲 張Ｏ娥 

佳作 F10  八駿運財 徐Ｏ菁  

佳作 F16 外埔區長青學苑 狀元及第之小登科 胡楊Ｏ蘭 賴Ｏ惠 

佳作 F31  躍馬破浪 陳Ｏ利 朱Ｏ靜 

佳作 F25 Julie&花 婚情戀事館 花獻彩燈艷臺中 張Ｏ雯  

佳作 F17 外埔區長青學苑 跑馬燈 鍾Ｏ如 蕭Ｏ妹 

佳作 F3 逢甲大學 一馬當先 李Ｏ仁  

佳作 F1  可愛的馬 陳Ｏ娟 陳Ｏ貞 

佳作 F13 社口國小 躍馬登峰 林Ｏ雪 林Ｏ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