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一屆雲林科學趣‧海報設計競賽」國小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 學校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第一名 雲林縣 北辰國小 蘇鍉縈 液壓挖土機 吳麗秋 

第二名 雲林縣 公誠國小 黃博昱 雲林科普.與你 go play 陳姿如 

第三名 雲林縣 鎮西國小 蘇軒儀 玩出科學力·雲林上場 余彗綺 

第三名 臺中市 永隆國小 劉宜宣 舌尖上的科學 陳素秋 

第三名 雲林縣 公誠國小 林雨聲  驚奇實驗室 陳文懋 

佳作 臺南市 南大附小 羅偉禎 好奇心就是科學的原動力 張景傑 

佳作 高雄市 楠陽國小 黃郅凱 紙喇叭 許慧娟 

佳作 雲林縣 舊庄國小 唐健凱 噴霧大作戰 謝東明 

佳作 彰化縣 忠孝國小 蔡羽瑈 爬來爬去の夜間獵人-壁虎 邱亮瑜 

佳作 臺東市 康樂國小 江泳霖 動動腦，想一想，科學等你來挑戰 林孟蕾 

佳作 雲林縣 文正國小 洪穗 風力發電 王怡婷 

佳作 雲林縣 林頭國小 劉嫈婕 瓶中雲 歐宣廷 

佳作 雲林縣 元長國小 洪翊芳 彩鹽加法 吳倪君 

佳作 雲林縣 安慶國小 蔡佩縈  彈射氣球吸管火箭 王姿惠 

佳作 雲林縣 元長國小 李元翔 小蘇打製作 李靜宜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第三名 3 

佳作 10 

總計 15 

 

  



 

「2019 第一屆雲林科學趣‧海報設計競賽」國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 學校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第一名 雲林縣 東南國中 黃婕菱 科學真有趣 梁玉枝 

第二名 雲林縣 東南國中 凃佩昕 科學趣 梁玉枝 

第三名 雲林縣 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川楓 小齒輪轉動大世界 王怡文 

第三名 雲林縣 元長國中 吳侑恩 化學好有趣 李佳潤 

第三名 臺中市 五權國中 何孟洧 科學使生活幸福又便利 陳彥劭 

佳作 臺南市 後甲國中 羅偉峻 科學推動進步!!  林恆弘 

佳作 雲林縣 台西國中 張峻輔 自然科學  李欣蓓 

佳作 雲林縣 斗六國中 梁凱傑 動手做科學-顯微鏡下的奧妙 林美吟 

佳作 雲林縣 東南國中 黃子睿 愛科學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斗六國中 蔡宜蓁 核時引爆?   沈美吟 

佳作 雲林縣 元長國中 李宗澤 病毒來襲 李佳潤 

佳作 雲林縣 元長國中 溫中佑 探訪宇宙  李佳潤 

佳作 雲林縣 揚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翊靜 小蘇打火山  吳冠瑩 

佳作 桃園市 興南國中 曾立綺 奔騰熔岩燈 曾璽佳 

佳作 雲林縣 元長國中 王亭予 科普的美麗 李蕎妤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第三名 3 

佳作 10 

總計 15 

 

  



 

「2019 第一屆雲林科學趣‧海報設計競賽」高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 學校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第一名 雲林縣 斗六家商 黃品菁 科學樂園 李俊奇 

第二名 桃園市 振聲高中 林鄭渝璇 太空尋科學 李易純 

第三名 桃園市 振聲高中 黃沛于 科學一同趣 李易純 

第三名 桃園市 振聲高中 鄭子靖 為你照燈的愛因斯坦！ 李易純 

第三名 桃園市 振聲高中 周前寯 發現科學趣 李易純 

佳作 基隆市 安樂高中 林思妤 太空的奧秘 林俊傑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周毓雯 論科學，”趣”雲林 李易純 

佳作 雲林縣 斗六家商 張家畯 雲林科學 Bomb!! 李俊奇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蕭晏青 腦中新科學 李易純 

佳作 高雄市 高雄高商 王琍 科學樂無窮 程啓榮 

佳作 臺南市 新營高工 高衣蓓 浮沉子的「浮沉原理」 廖淑君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曾心慈 科學博士 李易純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陳羿璇 科學中的大自然 李易純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林伃婕 碰！科學趣 李易純 

佳作 桃園市 振聲高中 游博雅 科學家的思想 李易純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第三名 3 

佳作 10 

總計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