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彰化縣 黃翊翔 小丑表演 民生國小 陳月華

特優 新北市 陳紫彤 保庇保庇 昌隆國小 林秀靜

優等 宜蘭縣 林詩旋 發現好吃的食物 中道小學 林幸姬

優等 屏東縣 張雍訢 蒸汽火車 中正國小 游美華

甲等 桃園縣 凃妍卉 唱唱跳跳真快樂 富台國小 凃政豪

甲等 新北市 陳孟婕 我與獅子 忠義國小 陳白紅

甲等 屏東縣 賴湘宜 裝扮 東隆國小 賴承誠

入選 連江縣 陳思妤 大嘴鳥 介壽國中小 陳振輝

入選 桃園縣 吳家恩 孔雀 中平國小 邱子芸

入選 桃園縣 蔡亦庭 達悟族飛魚季 新榮國小 林雪玲

入選 桃園縣 戚可藍 參觀古文物展 新埔國小 戴佑任

入選 桃園縣 邱裕恩 大象溜滑梯 會稽國小 葉惠如

入選 桃園縣 游承樺 釣螃蟹 文華國小 蔣緯民

入選 桃園縣 林允謙 擠牛奶 文華國小 陳綺塤

入選 花蓮縣 吳昕恩 捕蟲趣 東華附小 鍾汝森

入選 臺東縣 余杰倫 見鬼了 新武分校 林怡君

入選 基隆市 蔡偲怡 舞蹈課 七堵國小 劉欣芳

入選 基隆市 周彥任 我想要看飛魚 二信國小 黃彤芬

入選 宜蘭縣 游子萱 中秋節烤肉YA！ 礁溪國小 陳碧卿

入選 彰化縣 楊渲渼 洗澡 民生國小 林孟珊

入選 彰化縣 楊閔之 擦黑板 新庄國小 許純渝

入選 高雄市 江柏寬 車子蓋房子 彌陀國小 黃靖芬

入選 高雄市 賴明禹 變形金剛 前金國小 黃毓婷

入選 高雄市 林昶瑾 搶救道路安全第一 彌陀國小 李淑娥

入選 高雄市 張晉瑋 龍虎塔 蚵寮國小 蔡秀莉

入選 高雄市 蔡冠翊 廟景 梓官國小 李淑敏

入選 高雄市 戴詩倫 鳥店 前峰國小 洪淑芬

入選 高雄市 陳鼎中 我在吹口琴 岡山國小 陳筱薇

入選 高雄市 謝薰翊 賽跑 壽天國小 何春慧

入選 高雄市 蔡佑維 遙控汽車真好玩 鼓岩國小 趙春英

入選   臺北市    吳佳璇    釣魚真好玩    康寧國小     丁怡佳  

入選   臺北市    王品驊    賞鳥    蓬萊國小     詹倩萍  

入選   臺北市    戴邑玹    天文館    大直國小     莊雪惠  

入選   臺北市    張維珊    超大傘─當我們躲在一起    市大附小   洪如杏  

入選   臺北市    陳星翰    101放煙火    新生國小     陳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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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臺北市    曾芳郁    逛街    葫蘆國小     張蘭英  

入選   臺北市    陳子蓁    獅子王    社子國小     楊寶鈞  

入選 嘉義縣 陳彥霖 彈鋼琴 六腳國小 蔡麗芬

入選 嘉義縣 張耕銘 餵豬 北回國小 蘇玉芝

入選 嘉義縣 陳竑韡 打桌球 六腳國小 孫愛盈

入選 嘉義市 郭丹騏 勤勞的工人 博愛國小 何燿州

入選 新北市 王瑀綸 全家出遊 文德國小 陳慧珍

入選 新北市 劉丞峻 玉米好好吃 板橋國小 孫得心

入選 新北市 劉怡佑 奇怪的咖啡廳 米倉國小 林琬蓉

入選 新北市 丁采昕 三太子起駕 裕民國小 陳凱葦

入選 新北市 陳宜慧 快樂的盪秋千 米倉國小 許淑華

入選 新北市 駱偉恆 象棋 永平國小 徐坤德

入選 新北市 鄭妤彤 馬戲團裡的小丑 中正國小 陳麗芳

入選 臺南市 郭柏均 盪鞦韆 新進國小 陳美樺

入選 臺南市 李佳禹 老師的婚禮 麻豆國小 王敏菁

入選 臺中市 何翊銓 愛唱歌的鴕鳥 坪林國小 高維貞

入選 臺中市 林怡嫻 快樂婚禮 大仁國小 許君穗

入選 臺中市 程筠筑 大公雞咕咕叫 西屯國小 洪英惠

入選 臺中市 蔣昀真 石獅子 竹林國小 劉喬安

入選 屏東縣 林尚緯 和爸爸一起刷牙 東隆國小 吳佩真

入選 屏東縣 江承安 機器人朋友 中正國小 劉宜玫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縣 曾宥鳳 臺灣經濟奇蹟 新埔國小 林鴻翊

特優 桃園縣 曾裕宸 烤肉 快樂國小 許倚萍

優等 高雄市 馬安渝 皮影戲 前峰國小 賴淑芬

優等 新竹市 劉書羽 我最喜歡的畫畫課 曙光小學 林碧月

甲等 澎湖縣 顏育聖 溫室種花記 風櫃國小 陳鴻輝

甲等   臺北市    高紫軒    看牙記    國語實小    張建偉  

甲等 雲林縣 蘇品禕 神威 金湖國小 陳怡文

入選 桃園縣 羅勻佑 踩街 瑞塘國小 吳玉志

入選 桃園縣 謝依宸 參觀古文物展 快樂國小 林秋君

入選 澎湖縣 顏家甜 學校的工地 風櫃國小 陳鴻輝

入選 宜蘭縣 黃昱掄 鴨子覓食 中道小學 林幸姬

入選 宜蘭縣 楊采倩 覽車之行 北成國小 周一銘

入選 彰化縣 張正輝 蒸氣火車 民生國小 林勇志

入選 彰化縣 黃子芸 做紅龜粿 南郭國小 沈玉雪

入選 彰化縣 吳明城 走訪扇形車庫 和東國小 賴冠如

入選 彰化縣 謝昕妤 聖心堂前的球技表演 泰和國小 林瑛秋

入選 高雄市 莊惠茹 大樹下的孩子 民權國小 黃秀琪

入選 高雄市 王綵宜 登山 民族國小 李亞傑

入選 高雄市 黃靖翔 機器狗工廠 莒光國小 王蕙文

入選 高雄市 卓奕呈 修電線 前峰國小 蘇麗蘭

入選 高雄市 潘若華 糖果天后展 楠陽國小 謝智龍

入選   臺北市    陳盈靜    香噴噴的烤鴨    玉成小學    魏凱琍  

入選   臺北市    王品傑    日新島上的美景    民族國小 李秀珍

入選   臺北市    廖彩筑    夜巿攤販人生    大龍國小    倪瑞芬  

入選   臺北市    張哲榛    天文臺看星星    濱江國小    李依娟  

入選   臺北市    周欣儀    撈金魚  復興小學    郭傑明  

入選   臺北市    李鎮宇    畫畫中的同學    富安國小    曾雪英  

入選 新竹市 陳英傑 做燈籠 香山國小 廖怡森

入選 嘉義縣 方桂楨 玩樂在雨中 文昌國小 陳美主

入選 嘉義縣 楊子毅 祈福拜拜 六腳國小 楊文政

入選 嘉義市 羅雅馨 彩繪工人 大同國小 蕭嘉木

入選 嘉義市 羅筑月 熱鬧的夜市 世賢國小 黃詩閔

入選 新北市 蔡加佳 捏麵人爺爺 莒光國小 周志勇

入選 新北市 王乙蓁 賣黑輪的阿伯 溪洲國小 楊正民

入選 新北市 許芸瑄 機車行 莒光國小 陳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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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北市 戴妤庭 廟門仙女寫生 思賢國小 陳怡儒

入選 新北市 陳子茵 大家一起玩鬼抓人 米倉國小 林琬蓉

入選 新北市 羅冠樺 發現一隻大蚱蜢 米倉國小 林琬蓉

入選 新北市 王姮筑 音樂會 榮富國小 林佩玉

入選 新北市 陳柏綸 傳藝露天劇場真有趣 德音國小 陳信吉

入選 新北市 戴莙朋 觀察昆蟲 昌平國小 張雅淇

入選 新北市 陳韋鈞 彩繪舞龍 永平國小 徐坤德

入選 新北市 謝榕恩 小狗看醫生 新和國小 張鏵云

入選 新北市 陳詠晴 夏日瓜田籬下 集美國小 賴湘庭

入選 新北市 李佩宸 早上的市場 鷺江國小 邱秀蓮

入選 新竹縣 游文綺 賣魚真有趣 湖口國小 謝富揚

入選 新竹縣 陳昱伶 大家一起下棋 十興國小 劉珊瑜

入選 新竹縣 吳沅冠 清明掃墓去 興隆國小 蘇芳儀

入選 臺中市 仝太仁 寵物店 塗城國小 余慧君

入選 臺中市 李芷柔 電聯車進站 僑榮國小 陳靖雯

入選 臺中市 劉彥廷 寵物店 長億國小 蔡淑雅

入選 臺中市 林亞璇 夏日戲水 塗城國小 黃麗晶

入選 臺中市 黃厚軫 總鋪師 大同國小 陳鴻銀

入選 苗栗縣 葉芝妤 田園採菜樂 山佳國小 林美惠

入選 南投縣 林  容 草屯雜貨店 草屯國小 黃明志

入選 南投縣 孫昀辰 雞舍 漳興國小 陳麗華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毛心祥 機動戰士鋼彈特展 七賢國小 蔡淑芬

特優 高雄市 王澄音 賣魚 七賢國小 蔡淑芬

優等 彰化縣 陳亭妤 修理機械的阿伯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優等 彰化縣 柳宛妤 廟宇修繕 僑信國小 賴仲彥

甲等 新竹市 陳竫騏 青花瓷 竹大附小 吳信慧

甲等 新北市 張芷瑜 木屐DIY 自強國小 無

甲等 屏東縣 江耘誼 給什家將爺上妝 東隆國小 孔美惠

入選 桃園縣 游明嘉 打鐵舖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桃園縣 陳紀樺 賞鳥 桃園國小 李筱媛

入選 桃園縣 羅緯修 國王換新衣 桃園國小 楊麗惠

入選 桃園縣 李映蓉 快樂理髮廳 桃園國小 楊麗惠

入選 花蓮縣 林采予 市民小吃蔥油餅 中原國小 林朝祥

入選 臺東縣 楊子平 遊樂園 新生國小 張釋月

入選 臺東縣 陳亮廷 逛夜市 新生國小 張釋月

入選 基隆市 許郁晨 水果嘉年華 信義國小 謝  謨

入選 彰化縣 蕭宛庭 雜貨店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彰化縣 薛尹瑄 燈籠彩繪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高雄市 許文慈 總鋪師 七賢國小 許秀珠

入選 高雄市 吳唯睿 我最愛的麵包店 七賢國小 葉家璠

入選 高雄市 鍾佳晏 吃鐵板燒 七賢國小 葉家璠

入選 高雄市 許維玲 夜市的小吃攤 七賢國小 陳怡年

入選   臺北市     鍾喬涵     演出之前     民族國小   李秀珍

入選   臺北市     李瑩珊     飛吧！熱氣球     建安國小     姜美蓉  

入選 新竹市 林芷筳 大家來牽血(車藏) 竹大附小 吳信慧

入選 新竹市 何明軒 開心的三太子 竹大附小 吳信慧

入選 嘉義市 王宇驊 紙藝傳承-鳳陽開口獅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嘉義市 林宥伶 衣店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新北市 謝庭宇 採竹筍 新埔國小 李俐霖

入選 新北市 林姿樺 張阿姨美容院 自強國小 劉詩萍

入選 新北市 劉倚瑄 吃火鍋 永平國小 林玉仙

入選 新北市 劉宜倫 捏麵人的魅力 永平國小 林玉仙

入選 新北市 許淳威 打陀螺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北市 莊皓亘 藝術工作坊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北市 黃子軼 美好的家庭 淡水國小 郭炎煌

入選 臺南市 許昕妤 熱鬧的夜市 麻豆國小 王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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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臺南市 顏翊博 泡茶哦！ 新進國小 陳宜君

入選 臺中市 黃昭元 修電線杆的辛苦工人 大元國小 黃士豪

入選 臺中市 林子茵 掏耳朵 大元國小 廖文華

入選 臺中市 彭景亮 錶 大同國小 陳易村

入選 苗栗縣 張哲嘉 八家將 通霄國小 黃君立

入選 苗栗縣 曾韋文 幫狗狗洗澡 通霄國小 許桂娟

入選 屏東縣 王至芸 修車 中正國小 郭斐麗

入選 屏東縣 陳彥榕 傳世工藝 , 鳳冠之美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6

總計 4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詹家美 九份印象 育德國小 廖資欣

特優 新北市 葉安芸 庭中的蘭香 信義國小 許文玫

優等 新北市 張譯勻 祈福 集美國小 陳榮輝

優等 雲林縣 陳柔均 手工肉包 水燦林國小 李麗娜

甲等 桃園縣 吳盈瑩 木頭雕刻 新埔國小 鄭欣怡

甲等 高雄市 王慶禾 港口曬小卷 七賢國小 趙苑伶

甲等   臺北市    陳柏維    廟宇祈福    明湖國小    廖啟富  

入選 連江縣 陳仕凱 七爺八爺 介壽國中小 陳振輝

入選 桃園縣 李宸亦 便秘 石門國小 李月霞

入選 桃園縣 王楷維 理髮店 復旦國小 陳麗娜

入選 桃園縣 劉乃云 校園裡的腳踏車場 大忠國小 呂素雯

入選 桃園縣 呂霈臻 陶瓷工廠 八德國小 羅應良

入選 桃園縣 張詠翔 皮影戲 新埔國小 曾靜怡

入選 花蓮縣 柯  毅 手操傀儡戲偶 中正國小 周慧芬

入選 基隆市 杜宜蓁 快樂早餐 德和國小 謝紅玉

入選 宜蘭縣 張心妍 口足畫家 竹林國小 林鶴松

入選 彰化縣 王鼎棋 老街賣冰的阿伯 和美國小 張俊郎

入選 彰化縣 陳真司 堆疊 民生國小 康華珍

入選 彰化縣 蕭嘉瑩 九份之旅 和美國小 張俊郎

入選 高雄市 陳韻亘 八家將 福康國小 王名士

入選   臺北市    郭宇瀚    辛苦的工作人員    玉成國小    蘇建中  

入選   臺北市    花若凡    辦桌    吳興國小    鄭怡欣  

入選   臺北市    羅允岑    鵝  大龍國小    鍾麗懿  

入選   臺北市    曾書緯    老街  國語實小    張建偉  

入選   臺北市    呂姿瑩    西門紅樓    忠義國小    王秋堯  

入選   臺北市    張宇希    熱鬧的載豬車    濱江國小    盧燕萍  

入選   臺北市    張鈞涵    零秒出手！    靜心小學    李翎兆  

入選   臺北市    高卉蓁    鄉土記趣    大安國小    李湘雯  

入選   臺北市    戴秀芸    原住民烤小米  萬福國小    黃立婷  

入選 嘉義縣 葉芝妤 廟前風光 南新國小 陳舜欣

入選 嘉義縣 蔡依芮 原住民雕刻 過溝國小 謝碧花

入選 嘉義縣 吳如軒 繞境 大同國小 黃淑瓊

入選 雲林縣 廖育筠 買水果 雲林國小 蕭清芳

入選 雲林縣 紀珈紘 鱻 文光國小 黃鈺婷

入選 新北市 岳承憲 畫神像的老師 溪洲國小 胡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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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北市 陳韞之 餵羊趣 板橋國小 黃靖如

入選 新北市 蔡承澍 騎馬打仗 榮富國小 林佩玉

入選 新北市 李佩勳 貪婪 興化國小 許美惠

入選 新北市 許妤亘 上自然課 新莊國小 陳逸彬

入選 新北市 杜恩慈 表演腳踢轆轆的師父 中和國小 侯建誌

入選 新北市 陳羿廷 我看明華園歌仔戲 中和國小 呂慧敏

入選 新北市 何冠葦 製麵工廠 景新國小 吳凱萍

入選 新北市 周品岳 開工大吉 北新國小 周佳建

入選 新北市 梁芳甄 辛苦的爸爸 北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新北市 胡恩祺 捷運車廂內 直潭國小 鄭立彬

入選 新北市 黃佳茵 游泳 安坑國小 張珂菁

入選 新竹縣 許瑾欣 傳承 光明國小 陳慶璋

入選 新竹縣 黃元昆 心滿意足 十興國小 劉俐彣

入選 新竹縣 彭照森 我愛火車 光明國小 高慧媛

入選 臺南市 陳歆茹 花市 安佃國小 吳杰隆

入選 臺南市 陳湘評 舞動 永福國小 林憶雯

入選 臺南市 莊俊祐 搶孤之夜 崑山國小 沈妙穗

入選 臺中市 廖子帆 夜訪叢林 東興國小 鄒千敏 

入選 屏東縣 梁綵玲 電視台的才藝競賽 仁愛國小 陳秀芬

入選 屏東縣 潘瑋柏 美味 仁愛國小 鄭素禎

入選 屏東縣 林郁芯 鹽山 崇蘭國小 姚玉桃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黃思喆 理髮廳 屏山國小 李一峰

特優 臺南市 陳柏因 編藤阿嬤 新進國小 陳宜君

優等 高雄市 陳抒妦 皮影戲 七賢國小 沈珮蘊

優等 高雄市 許慈尹 打鐵鋪 七賢國小 柯貞如

甲等 臺中市 許慈妘 建築工地 大元國小 陳信有

甲等 桃園縣 饒允淇 雕刻 桃園國小 楊麗惠

甲等 彰化縣 潘冠安 模型組裝樂趣多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桃園縣 蔡丞恩 七爺八爺 中壢國小 呂竺樺

入選 桃園縣 陳詣云 串珠真有趣 中壢國小 鄧琪瑤

入選 桃園縣 王尚敬 鴿舍 桃園國小 李筱媛

入選 桃園縣 王  芯 祈福 桃園國小 李筱媛

入選 花蓮縣 賴偲旻 織布 中原國小 蔡勝壽

入選 彰化縣 張紫妍 柑仔店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入選 彰化縣 高群皓 侏儸紀公園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入選 彰化縣 楊舒晴 廟會中的志工們 忠孝國小 王士柏

入選 高雄市 王采榆 精雕細琢 七賢國小 沈珮蘊

入選 高雄市 廖苡辰 布袋戲 林園國小 賴淑靜

入選 高雄市 黃文荻 原住民.織布情 屏山國小 李依洋

入選   臺北市     李維哲     編竹簍的老爺爺     民族國小   林津欣

入選   臺北市     羅安禾     百貨公司亂哄哄     民族國小   林政榮

入選   臺北市     鄧芳璉     參觀漫畫博覽會     民族國小   林津欣

入選   臺北市     周君桓     夜市彈珠臺    建安國小     何秉慧  

入選 新竹市 詹亦仙 回收的天使 竹大附小 黃思雅

入選 嘉義市 白騏綸 做香人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新北市 陳瑜安 同樂會 新埔國小 劉玉玲

入選 新北市 姚驊真 郊遊 新埔國小 劉玉玲

入選 新北市 曾禹嘉 凱旋而歸 新埔國小 劉玉玲

入選 新北市 林文誠 曬米粉，好辛苦 新埔國小 江淑慧

入選 新北市 黃琬鈞 貓與我 泰山國小 黃敏菁

入選 新北市 郭啟恩 竹藝傳承 永平國小 張美玲

入選 新北市 林宛萱 彩繪獅臉 修德國小 殷亞蘭

入選 新北市 陳昀葦 火車快飛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竹縣 吳若薇 燈會 新社國小 郭宥均

入選 臺南市 陳致軒 薪火相傳~雕刻之美 立人國小 顏杏容

入選 臺南市 陳羿錡 到養老院看曾祖母 新進國小 陳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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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臺中市 余峻瑋 打鐵舖 大同國小 王馨蓮

入選 臺中市 陳胤儒 青花瓷窯 大同國小 王馨蓮

入選 臺中市 陳佩妤 鳥籠 大同國小 王馨蓮

入選 屏東縣 李宛芯 原藝薪傳 東隆國小 李淑娟

入選 屏東縣 林安珈 剪紙奶奶 潮州國小 蔡榮澤

入選 屏東縣 王乙亘 總鋪師 中正國小 張簡郁娥

入選 屏東縣 王如庭 參觀陶瓷工坊 東隆國小 李博勳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5

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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