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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26
聯絡人：于文
電　話：(02)77365683

受文者：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社(二)字第104005111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得獎名單1份（0051115A00_ATTCH1.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檢送教育部104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得獎名單1份（如附件

），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104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活動，本部受理推薦數總計

128件，通過決審者，有國小學生組25名、國中學生組15

名、高中（職）學生組12名及大專校院學生組6名，合計

58名慈孝家庭楷模（名單如附件）。

二、本部訂於104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2時假宜蘭縣立體育

館辦理表揚活動。本案承辦單位（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將於近日與各得獎家庭聯繫後續事宜，請秉權責協助轉知

各得獎家庭配合辦理，相關事宜請洽鄭華琳小姐（電話

：03-9333837轉15）。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臺北市立大學、輔英科技大學、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

副本：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宜蘭縣宜蘭市黎明國民小學、本部終身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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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4 年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國小組)得獎名單 

學校全銜 
編號 

縣市 校名 
學生姓名 

1 臺北市 興隆國小 葉曉儒 

2 臺北市 仁愛國小 謝岳融 

3 高雄市 十全國小 鄭茄妡 

4 高雄市 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鄭宜亭 

5 新北市 莒光國小 楊博竣 

6 宜蘭縣 成功國小 陳致蓉 

7 桃園市 中原國小 林語涵 

8 桃園市 成功國小 黃薾靚 

9 新竹縣 竹仁國小 吳沛斈 

10 苗栗縣 頭屋國小 范文榕 

11 臺中市 大新國小 林宛慈 

12 彰化縣 萬來國小 蕭甯憶 

13 南投縣 草屯國小 韓雨芯 

14 雲林縣 虎尾國小 詹芷罃 

15 嘉義縣 民雄國小 郭郁暄 

16 臺南市 新市國小 陳俞宏 

17 屏東縣 萬丹國小 郭郁炩 

18 臺東縣 介達國小 余亞倫 

19 臺東縣 信義國小 邱慧喬 

20 花蓮縣 中華國小 林于茹 

21 澎湖縣 虎井國小 翁俊英 

22 新竹市 北門國小 林宜萱 

23 嘉義市 大同國小 張庭瑋 

24 金門縣 賢庵國小 莊傑翔 

25 連江縣 坂里國小 許仲嫣 

 



教育部 104 年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國中組）得獎名單 

學校全銜 
編號 

縣市 校名 
學生姓名 

1 臺北市 芳和國中 汪子琦 

2 高雄市 後勁國中 陳志和 

3 新北市 鶯歌國中 劉芸瑄 

4 宜蘭縣 宜蘭國中 藍瑩芯 

5 新竹縣 華山國中 葉錦煌 

6 臺中市 居仁國中 廖秀雪 

7 臺中市 清泉國中 王佑任 

8 南投縣 延和國中 許芷瑋 

9 嘉義縣 中埔國中 湯雅如 

10 臺南市 六甲國中 王裕婷 

11 屏東縣 新園國中 陳昊恩 

12 臺東縣 新港國中 陳羽絹 

13 澎湖縣 將澳國中 陳偉仁 

14 新竹市 新科國中 杜易宸 

15 嘉義市 玉山國中 李智勝 



教育部 104 年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高中職組）得獎名單 

學校全銜 
編號 

縣市 校名 
學生姓名 

1 臺北市 建國高級中學 林芸伍 

2 臺北市 
稻江高級 

護理家事職業學校
陳郁婷 

3 臺北市 金甌女子高級中學 黃莉婷 

4 高雄市 
高英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 
陳慧婷 

5 高雄市 中華藝術學校 薛詠竹 

6 新北市 北大高級中學 陳昱伶 

7 新北市 
莊敬高級 

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廖珮儀 

8 宜蘭縣 
羅東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陳蓓妍 

9 臺中市 明德高中 黃芷絹 

10 花蓮縣 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林小雲 

11 嘉義市 
嘉義高級 

家事職業學校 孔令安 

12 金門縣 
金門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 
李育丞 



教育部 104 年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大專校院組）得獎名單 

學校全銜 
編號 

縣市 校名 
學生姓名 

1 臺北市 教育大學 林作逸 

2 桃園市 體育大學 吳士良 

3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陳怡婷 

4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袁郁倫 

5 雲林縣 虎尾科技大學 辜芷琦 

6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曾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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