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號 就讀學校 班別 學生姓名

姓

別

接駁

地點

序

號 就讀學校 班別 學生姓名

姓

別

接駁

地點

1 中山國小 六甲 蔡○欣 女 乙3 31 國姓國小 四甲 彭○欣 女 丙3

2 中山國小 六甲 陳○安 女 乙3 32 國姓國小 四甲 古○安 男 丙3

3 中山國小 六甲 羅○瑜 女 乙3 33 炎峰國小 五1 洪○富 男 丙4

4 中山國小 六甲 陳○嘉 女 乙3 34 僑光國小 四乙 洪○喬 女 丙4

5 中山國小 六甲 陳○慈 女 乙3 35 東光國小 五甲 江○涵 女 丙2

6 中山國小 五甲 賴○瑜 女 乙3 36 南港國小 四甲 黃○茵 女 丙3

7 中山國小 五甲 李○鈺 女 乙3 37 同富國小 四甲 金○勳 男 甲1

8 中山國小 五甲 陳○妤 女 乙3 38 同富國小 五甲 谷○ 男 甲1

9 中山國小 六甲 陳○鈺 女 乙3 39 同富國小 四甲 谷○ 男 甲1

10 埔里國小 三5 洪○文 男 丙2 40 同富國小 四甲 依○伊斯卡卡夫特 男 甲1

11 永樂國小 三甲 廖○棠 男 乙3 41 同富國小 五甲 鄔○伊斯卡卡夫特 女 甲1

12 鹿谷國小 六甲 張○涵 女 乙2 42 同富國小 三甲 金○ 女 甲1

13 桶頭國小 四甲 賴○誠 男 乙2 43 埔里國小 五5 張○嘉 女 丙3

14 桶頭國小 六甲 王○琇 女 乙2 44 埔里國小 五6 張○慈 女 丙2

15 桶頭國小 六甲 廖○妮 女 乙2 45 平林國小 六甲 曾○蕙 女 丙4

16 鹿谷國小 五乙 蘇○瑜 女 乙1 46 同富國小 四甲 伊○伊斯卡卡夫特 男 甲1

17 國姓國小 五乙 溫○雅 女 丙3 47 同富國小 三甲 布○伊斯卡卡夫特 女 甲1

18 德興國小 四甲 黃○臨 女 乙3 48 埔里國小 五2 王○宜 女 丙2

19 光華國小 六6 許○睿 男 丙4 49 國姓國小 六甲 陳○彣 女 丙3

20 平林國小 三甲 詹○耕 男 丙4 50 國姓國小 五乙 周○圻 女 丙3

21 光榮國小 三甲 張○秀 女 乙3 51 名崗國小 五甲 白○巧 女 乙3

22 僑建國小 五竹 邱○凌 女 乙3 52 名崗國小 五甲 陳○仁 男 乙3

23 信義國小 五甲 廖○秋 男 甲1 53 名崗國小 五甲 陳○康 男 乙3

24 信義國小 五甲 劉○忻 女 甲1

25 同富國小 五乙 陳○宜 女 甲1

26 同富國小 三甲 陳○桔 男 甲1

27 同富國小 四甲 伊○恩‧達紹路得恩 女 甲1

28 埔里國小 四1 陳○婷 女 丙2

29 永樂國小 五甲 廖○瑩 女 乙3

30 鹿谷國小 四甲 張○瑜 女 乙2

第四屆暑期創意閱讀營錄取名單（107年7月25日至7月27日）
綠字表示參加過一次，藍字表示參

加過兩次，紅字表示參加過三次

注意事項：

※ 7月25日（三）早上家長或學校

協助送學生至接駁地點，請務必準

時！於指定上車時間前送達接駁地

點候車，以免影響後續課程安排。

※參加活動的小朋友請自備盥洗用

具與用品、攜帶足夠之換洗衣物、

睡袋、室內拖鞋、健保卡、水壺、

鉛筆或原子筆等個人視為必備用

品。

※7月27日（五）課程結束，三台接

駁專車預計下午15:30分從靜宜大學

蓋夏圖書館離開，第一天的啟程接

駁地點即返程下車地點，請家長務

必於各路線之地點的到站時間接回

孩子，詳細內容請詳簡章。

請獲錄取參加人員請於107年7月10日前以郵局「現金

袋」掛號郵寄活動保證金至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4樓辦公室莊小姐收。(540南投市中興路66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