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縣 陳冠臺 龜速 梅山國小 吳麗玲

特優 臺南市 周家柔 沙丁魚小學 正新國小 謝郁敏

優等 屏東縣 丁家茂 雙龍的會面 東隆國小 李寶春

優等 新北市 林丰青 黑琵不happy 裕民國小 顏正雄

甲等   臺北市     黃士芸     吃不下了     老松國小     劉綺芸  

甲等 新北市 吳承霖 被電腦牽著鼻子走 安坑國小 陳秀娟

甲等 臺中市 卓聿豐 3C島的下午 南陽國小 卓志明

入選 桃園縣 傅語釩 地球暖化 北勢國小 熊雅蕾

入選 桃園縣 羅佳薇 期末考 中平國小 鍾秀娟

入選 金門縣 關丞孝 車內二手菸「駭」童 多年國小 余宛錡

入選 金門縣 楊舒絢 最後ㄧ片西瓜 金湖國小 張婉茹

入選 彰化縣 劉品潔 一起做環保 湖南國小 楊惠芬

入選 高雄市 簡珮語 百變人生 民權國小 黃淑敏

入選 高雄市 歐俞妗 Super阿公阿嬤真厲害 博愛國小 王琇琪

入選   臺北市     李宛頤     孩子的呐喊     敦化國小     劉欽發  

入選   臺北市     孫人仁     森林熱炒     民族國小   黃致萍

入選   臺北市     黃麒任     一場惡夢     麗湖國小     王薇菱  

入選   臺北市     鄭乃嘉     黃色小鴨的由來     老松國小     蔡顯進  

入選   臺北市     蔡依伶     聰明的自由女神     老松國小     蔡顯進  

入選   臺北市     陳  愷     漲!漲!漲!    國語實小    張建偉  

入選   臺北市     雷沛珊     舉手之勞愛地球     新民國小     焦素玲  

入選   臺北市     楊毓軒     蝸牛跑步大賽     新民國小     鐘碧惠  

入選   臺北市     巫宇翔     手機怪獸     文化國小     李玨叡  

入選 嘉義縣 陳倢妤 暴風雨 太保國小 陳秋華

入選 雲林縣 劉川楓 地底下的「毒」秘密 林頭國小 歐宣廷

入選 雲林縣 蔡依純 乖女兒 朝陽國小 蔡宜佳

入選 雲林縣 李泓毅 我受不了了 立仁國小 陳文章

入選 嘉義市 蔡長霖 動物大反撲 崇文國小 李麗華

入選 新北市 蔡承澔 網路危機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入選 新北市 王海諾 捷運風光 國光國小 許雅雯

入選 新北市 葉秉恩 我不要家暴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入選 新北市 張顥騰 老公公該減肥了 板橋國小 王玫君

入選 新北市 徐毅驊 多變的媽媽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入選 新北市 金育潔 哎呀！別來搶我家 光華國小 李曉蘭

入選 新北市 陳意涵 熊顫ㄟ料理 民安國小 丁秋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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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北市 葉雨昕 低頭族的颱風天 米倉國小 林琬蓉

入選 新北市 黃姵瑜 都是狂犬病惹的禍 泰山國小 黎安妹

入選 新北市 蔣秉叡 節能減碳救太陽 秀朗國小 蔣聞哲

入選 新北市 李安琪 黑白人生 安坑國小 林芳生

入選 新北市 彭淳芊 有趣的數學課 直潭國小 鄭立彬

入選 新北市 吳柏澂 不做低頭族 重陽國小 陳金泉

入選 新北市 連紘毅 天雞不可洩漏 集美國小 賴湘庭

入選 新竹縣 陳孟婕 拔牙記 中正國小 鄭育欣

入選 臺南市 黃亮蓁 家人和我去看沙雕展 文元國小 黃惠鄉

入選 臺中市 謝宛庭 我們的地球發燒了 臺中教大實小 胡玉蘭

入選 臺中市 蔡昀娟 守護臺灣 惠文國小 柯幸玫

入選 臺中市 朱浚維 科博館驚魂記 三和國小 廖苡丞

入選 臺中市 李羿寬 沉重的課業負擔 南陽國小 莊淑雲

入選 臺中市 張綵晏 莘莘學子 南陽國小 陳寶珠

入選 苗栗縣 吳淨瑩 我是小小考古學家 蟠桃國小 胡惠迪

入選 苗栗縣 鄭凱元 烤試壓力 苑裡國小 林采婷

入選 苗栗縣 劉宥廷 狂犬病不要來 苑裡國小 高惠玲

入選 南投縣 戴紹倫 刷牙戰爭 草屯國小 黃明志

入選 屏東縣 沈彥祺 好忙的總鋪師! 東隆國小 吳佩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7

總計 54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縣 邱顯亦 關公玩平板 桃園國小 楊麗惠

特優 屏東縣 盧珮筠 2013豬腳「劫」 民和國小 吳政芳

優等 彰化縣 陳晏琳 我的偶像是貓熊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優等 屏東縣 鄭思妤 滿載為患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甲等 宜蘭縣 潘律禎 老師開會 中山國小 林木水

甲等 基隆市 鄭婷芸 炸雞店好好吃! 信義國小 林文心

甲等 臺中市 林垣邑 小心，死神就在你身邊 大同國小 鐘兆慧

入選 桃園縣 郭孟錡 H7N9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桃園縣 蔡松諺 不要再吃了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澎湖縣 林家萱 奇想 中正國小 葉懿玲

入選 臺東縣 劉宇桁 採礦—恐龍歷險 新生國小 張釋月

入選 宜蘭縣 楊紘鈞 恐怖的大胃王 中山國小 廖慶昌

入選 宜蘭縣 林馨慈 愛偷吃的大花貓 中山國小 林木水

入選 彰化縣 黃御程 12年國教行行出狀元 僑信國小 呂淑靖

入選 彰化縣 柳宛妤 食品安全誰來把關？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高雄市 楊子儀 溫暖的家? 屏山國小 無

入選 高雄市 朱立平 自助牛奶行動販賣車 七賢國小 沈儀方

入選 高雄市 蔡佳儒 蒙娜麗莎的煩惱 林園國小 陳雪吟

入選 高雄市 滕昀蓁 瑜珈達人大車拼 林園國小 陳雪吟

入選 新竹市 柯禹安 救救小紅帽 竹大附小 張憶如

入選 嘉義市 賴彥僑 我的夢 大同國小 蔡秉勳

入選 嘉義市 楊峻宇 死神在身後~開車不喝酒 大同國小 曾曉梅

入選 新北市 周忠瀚 整形後果 新埔國小 林宏信

入選 新北市 余松霖 別再滑了! 泰山國小 周見信

入選 新北市 黃梓育 小木偶皮諾丘 泰山國小 張景惠

入選 新北市 彭聿閎 土石流快報 泰山國小 張景惠

入選 新北市 李畇萱 好吃的毒麵包 自強國小 無

入選 新北市 蔡承恩 考試的壓力 永平國小 郭學廷

入選 新北市 張柏豐 酒醉不上道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北市 王楷翔 電腦的魔力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北市 劉力誠 哇!釣到什麼魚? 修德國小 張嫚宸

入選 新竹縣 王苡安 鸚鵡變大象 新社國小 陳律妤

入選 臺南市 凃采妤 現代小孩的悲哀 新進國小 陳宜君

入選 臺南市 沈姿妤 老師生氣了 新進國小 陳宜君

入選 臺中市 蔡苡柔 自由女神愛小孩 大元國小 陳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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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臺中市 施沛琦 爬山樂趣多 大同國小 鐘兆慧

入選 臺中市 盧紹瑜 愛美的蛇蠍女 大同國小 鐘兆慧

入選 苗栗縣 鄧睿唐 漂浮外太空 大同國小 吳梅瑛

入選 屏東縣 廖藝翔 正確用藥宣導 中正國小 許元臻

入選 屏東縣 王宣心 黃色「大」鴨 東隆國小 吳姿儀

入選 屏東縣 丁乙芹 摩天輪 中正國小 梁云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4

總計 41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蔡依庭     北極熊最後的晚餐     老松國小     蔡顯進  

特優 新北市 謝欣恬 少子化的衝撃 榮富國小 林佩玉

優等 嘉義縣 葉芝妤 「好神」腳底按摩 南新國小 陳舜欣

優等 新北市 鄭筑勻 現代偶像 五股國小 吳宥榆

甲等   臺北市     王蔚綸     三等車廂Wi-Fi中     金華國小     楊士欣  

甲等 高雄市 謝典育 可怕的後勁溪 加昌國小 朱國良

甲等 新北市 杜恩慈 這樣的世界公平嗎? 中和國小 呂慧敏

甲等 臺中市 林展鐸 輻射污染 文心國小 曾春霞

入選 桃園縣 劉芝吟 飆速耍帥死神愛 中山國小 徐志吉

入選 桃園縣 簡安妤 污染 田心國小 曾筱雯

入選 桃園縣 王奕方 藍色警戒-末日會議 建德國小 黃素芬

入選 臺東縣 陳昱廷 壓榨地球 馬蘭國小 劉梅玲

入選 宜蘭縣 徐聖嵐 洗蔥 光復國小 藍沛茹

入選 宜蘭縣 陳庭翊 毒別上我身 北成國小 黃福祥

入選 宜蘭縣 陳毓嬿 老師好兇 中山國小 方尹君

入選 彰化縣 陳宏信 誰在控制誰 合興國小 徐啓瑞

入選 彰化縣 簡彤育 北極熊的吶喊 和美國小 賴冠如

入選 高雄市 李昱蓁 「封」狂低頭族 新甲國小 柯美如

入選 高雄市 蔡秉儒 北極熊急診室 民權國小 柯慈音

入選 高雄市 陳昱瑋 不良身教 三民國小 邱明珠

入選 高雄市 吳怡靜 重視環保，扭動未來 楠梓國小 林傳貴

入選 高雄市 黃于庭 騙麵之詞 新民國小 謝慧綺

入選 高雄市 張郁琳 異獸的無奈 陽明國小 洪嘉盈

入選   臺北市     郭宇瀚     低頭族的悲歌     玉成國小     蘇建中  

入選   臺北市     陳冠承     嘴     民族國小   林政榮

入選   臺北市     黃彥綺     稻草人的悲歌     成德國小     李筱萍  

入選   臺北市     林予婕     吶喊的原因     老松國小     蔡顯進  

入選   臺北市     黃意閔     核災過後     永樂國小     陳世保  

入選   臺北市     葉承恩     「食」在有夠毒！     靜心小學     李翎兆  

入選   臺北市     馮玉紓     愛我請別拋棄我   古亭國小   劉香君  

入選   臺北市     許致嘉     賓郎.檳榔   幸安國小   張孟琪  

入選   臺北市     王胤禕     角色互換，作何感想   士林國小   張寶馨  

入選   臺北市     謝葛藍     預防狂犬病   三玉國小   李文秀  

入選 嘉義縣 侯雅晴 地球只有一個--鯨吞蠶食 雙溪國小 簡叡箴

入選 雲林縣 廖鎧毅 未來賞鳥 文賢國小 楊育民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入選 嘉義市 賴瑜君 「毒」一無二的麵包 大同國小 蔡秉勳

入選 新北市 賴方茹 神明也瘋平板電腦 大觀國小 林俍萱

入選 新北市 李芷羚 房價漲漲漲 光華國小 范以玲

入選 新北市 何瑀宸 節約減碳–大家作伙來 康橋中小學 陳阿分

入選 新北市 宋謦卉 別再砍啦 北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新北市 蔡品郁 悲傷的北極熊媽媽 集美國小 林盈君

入選 新北市 潘彥廷 麻辣拉麵狂想曲 新興國小 高純綿

入選 新北市 張睿璇 網路現實大不同 文化國小 黃麗容

入選 新竹縣 黃梓維 同學們的娛樂時間 竹仁國小 趙怡婷

入選 臺南市 蔡永郁 公車上 南科實小 黃千殷

入選 臺南市 吳念純 你忍心嗎 正新國小 張佩馨

入選 臺南市 陳  熙 課業壓力 樹人國小 王正文

入選 臺中市 周宣宏 貧富差距 光正國小 無

入選 臺中市 詹杰融 空污真可怕 南陽國小 連彩伶

入選 臺中市 劉育安 老師不知道的霸凌 仁美國小 江鴻鈞

入選 南投縣 賴秉宗 飛機夢想起飛 草屯國小 黃明志

入選 屏東縣 蘇冠綸 螢幕之隔，兩端世界 東隆國小 李寶春

入選 屏東縣 劉承熹 臨時抱佛腳 崇蘭國小 羅惠音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4

入選 45

總計 5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劉奕廷 戲棚下 七賢國小 柯貞如

特優 臺中市 陳  平 天狗食月 順天國小 陳毓蓓

優等 彰化縣 劉宜庭 這種麵包能吃嗎？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優等 新北市 王允琦 缺錢嗎？ 淡水國小 陳姿穎

甲等 高雄市 蔡宜樺 賈伯斯的下場 七賢國小 柯貞如

甲等 高雄市 王芊 萬惡的名畫 屏山國小 李一峰

甲等 屏東縣 賴柏佑 春吶ㄟ安ㄋㄟ？ 民和國小 許修維

入選 桃園縣 謝欣芸 花燈中的痛苦 桃園國小 李筱媛

入選 桃園縣 饒允淇 健身？不健身？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宜蘭縣 李承翰 未來海底世界 成功國小 許文杰

入選 彰化縣 楊上賢 12年國教-力爭向上篇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入選 彰化縣 張紫妍 垃圾琵鷺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入選 彰化縣 楊惇翔 真鴨不如假鴨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高雄市 劉柏麟 現代啟示錄 七賢國小 沈珮蘊

入選 高雄市 李宜恩 速死餐 七賢國小 陳貞諭

入選 高雄市 陳柏均 滿街是博士 七賢國小 王玉珍

入選 高雄市 武可筠 明日住所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高雄市 李采芊 可憐的加班族 林園國小 賴淑靜

入選   臺北市     游廷麒     忙碌的人     民族國小   林津欣

入選   臺北市     吳易翰     鏡     民族國小   林津欣

入選   臺北市     李柏萱     美麗的迷思     建安國小     陳璽元  

入選 嘉義市 殷俐琦 自然課驚魂 大同國小 蕭嘉木

入選 新北市 林承陽 越毒越想喝 新埔國小 林宏信

入選 新北市 簡楷倫 快溶化的自由女神 新埔國小 林宏信

入選 新北市 邱映昀 陳年牛奶真好喝 新埔國小 林宏信

入選 新北市 莊立綸 寧死不抬頭 新埔國小 林宏信

入選 新北市 鄭  昀 醫生荒 病人慌 自強國小 蔡秉峪

入選 新北市 顏芸廷 爸爸提款機 永平國小 徐坤德

入選 新北市 張軒誠 冷漠的低頭族 淡水國小 陳姿穎

入選 新北市 李芠芊 3c中毒 修德國小 陳雅敏

入選 新竹縣 黃郁喬 愛打扮的草莓蛋糕小姐 新社國小 林彥伶

入選 臺南市 吳婷薏 迎媽祖 立人國小 顏杏容

入選 臺南市 黃微茹 神仙也瘋狂 永康國小 林鳳君

入選 臺南市 戴博揚 Oh  My  God！ 立人國小 顏杏容

入選 臺南市 王岱琪 快逃呀！ 立人國小 顏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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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臺南市 王子瑜 無法沉思 永康國小 林鳳君

入選 臺南市 姜昀秀 還我家園 新進國小 賴明享

入選 臺中市 黃友廷 貪心的後果 大元國小 曾竹君

入選 臺中市 張瑀珊 蒙娜麗莎的悲哀 大同國小 陳淑欣

入選 臺中市 陳柚伊 原來如此 大同國小 王馨蓮

入選 屏東縣 王傳昕 死神的遊戲機-H?N? 民和國小 謝惠芬

入選 屏東縣 許哲瑜 極地動物SOS 民和國小 吳庭葳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5

總計 4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陳秀蕙 為低頭族祈禱 道明高中(國中部) 許長斌

特優 新北市 黃詩涵 誤會一場 中山國中 呂佳蓉

優等 高雄市 童麗融 他們是人，不是女超人。 鹽埕國中 莊淑華

優等 高雄市 呂品嫻 眼中的世界 陽明國中 蕭穎恬

甲等 彰化縣 黃郁鈞 瑪麗蓮夢露 伸港國中 陳玫妢

甲等 新北市 王莛雅 食物鏈 新莊國中 李美蓉

甲等 臺中市 李允中 新興宗教 至善國中 無

甲等 臺中市 黃  晴 現代學堂 漢口國中 林炘焄

入選 桃園縣 賴國瑋 小心狂犬 平南國中 熊蘭梅

入選 桃園縣 張  寧 濕地悲歌 仁美國中 張瀞憶

入選 桃園縣 黃千綾 雞犬不寧 文昌國中 張素霞

入選 桃園縣 田  筠 別再Line了 福豐國中 林佳燕

入選 花蓮縣 古  耘 啊﹗請讓座 花崗國中 林秀珍

入選 基隆市 陳惟瑄 迷航記 中正國中 林鈺鳳

入選 基隆市 蔡藝瑄 What’s happened? 二信高中(國中部) 陳姿穎

入選 基隆市 游清心 為錢所綑 銘傳國中 游伯松

入選 高雄市 林彥呈 臺版格爾尼卡-食在不安 五福國中 林苓嵐

入選 高雄市 陳奕霈 奮力一搏 瑞祥高中(國中部) 葉于璇

入選 高雄市 邱柏瑞 南海嚥席 普門中學 洪明輝

入選 高雄市 呂昊頤 核四，適合? 鳳西國中 無

入選 高雄市 陳又瑄 草地上的午餐in taiwan 國昌國中 李佳玲

入選 高雄市 黃瀞萱 沉溺遊戲的宅人生 三民國中 吳靜嫻

入選 高雄市 鄭安汶 死神的邀約 七賢國中 黃士峯

入選 臺北市  郭思雅     人性的黑暗面     麗山國中     溫梅桂  

入選 臺北市  陳亭彣     海裏災難     東湖國中     林綺暄  

入選 臺北市 林竺慧     蒙娜麗莎的面膜     濱江國中     粘家綺  

入選 臺北市 王承緒     一個國度兩個世界     金華國中     莊茵嵐  

入選 臺北市 盧劭恆     瘋狂自助洗衣店     再興中學(國中部)   張元俍  

入選 臺北市 吳卓穎     致命的食物鏈     萬芳高中(國中部)   張元俍  

入選 臺北市 崔珮綺     少子化﹒新世代貴族世家     薇閣高中(國中部)   陳明哲  

入選 臺北市  陳慕華     少子化     石牌國中     陳怡璇  

入選 臺北市 陳慧軒 Katherine Chen     另類植物人     台北美國學校     Joel Suganth Jayamohan   

入選 臺北市   鄧志權     家累     華興中學(國中部)   楊壹琳  

入選 臺北市  康哲瑋     夜市人生百態     天母國中     金昌國  

入選 新竹市 嚴  安 201? 光武國中 張詠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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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竹市 王又巧 誰是終結者 三民國中 李綉櫻

入選 嘉義縣 林翰緯 一菸吐霧萬劫不復 昇平國中 胡琬婷

入選 嘉義縣 許玉怡 科技時代 朴子國中 陳香秀

入選 雲林縣 羅尚宏 冷漠車廂 崇德國中 蘇筱雯

入選 新北市 何采璇 肥納斯的誕生 中平國中 黃秉儀

入選 新北市 唐可俐 放生 中平國中 林怡君

入選 新北市 曹軒滋 嫦娥奔月 五股國中 管秋菊

入選 新北市 林祐靖 讚讓我眼睛痛 瑞芳國中 林英斌

入選 新北市 洪筣瑄 現在的學生因各種原因而不快樂 淡江中學 莊聖逢

入選 新北市 胡詠欣 雅房出租 淡江中學 林麗娟

入選 新竹縣 陳婷郁 章魚”燒 竹東國中 彭雅芳

入選 臺中市 張旭豐 鏡中人 居仁國中 龔育辰

入選 臺中市 賴郁仁 沒有是非 沒有真理 居仁國中 龔育辰

入選 臺中市 邱品融 我的背好重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入選 臺中市 蔡嘉蔙 節能減碳，地球會更好 北新國中 李禮森

入選 苗栗縣 陳昀蒂 現代抓週 苑裡高中(國中部) 葉沛晴

入選 苗栗縣 楊貽雯 黑蝕灰城 照南國中 曾彥茹

入選 苗栗縣 莊承翰 十二年國「叫」﹗﹖ 苗栗國中 徐瑞鴻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4

入選 45

總計 5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基隆市 吳柏葳 高高在上 安樂高中(國中部) 張宇騰

特優 雲林縣 李伊旻 最後的晚餐 東仁國中 沈巧翊

優等 臺中市 施可旎 「懼」毒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優等 臺北市  曾慶瑄     夜市驚魂記     五常國中     林惠倩  

甲等 臺中市 劉庭芳 好好吃的紅蘋果 大甲國中 呂文珊

甲等 臺北市  周昀劭     歷代經理   古亭國中   魏崇安  

甲等 新竹縣 熊子儀 祭祀 竹東國中 彭雅芳

入選 桃園縣 吳玫萱 魚之死 中壢國中 郭美吟

入選 桃園縣 江丞優 網路彩色，人生黑白 八德國中 許妙馨

入選 桃園縣 鍾季軒 都更好不好? 八德國中 許妙馨

入選 桃園縣 姚怡安 果汁都不「果」汁了 桃園國中 林蕙敏

入選 花蓮縣 張芮瑄 12年國教是「天堂」，是「地獄」？ 國風國中 黃景瑋

入選 花蓮縣 陳以若 海底垃圾場 國風國中 黃景瑋

入選 基隆市 王慈煥 人生‧時光 安樂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入選 宜蘭縣 李其容 關不住的浪 東光國中 潘勁瑞

入選 彰化縣 詹涵羽 進擊的體重 明倫國中 蔡靜韻

入選 彰化縣 陳雅筠 人類的私慾 彰安國中 林銘奕

入選 彰化縣 沈晉萱 只有我看到 彰安國中 林銘奕

入選 彰化縣 陳羽婕 囚禁的暴力 溪湖國中 汪承恩

入選 高雄市 李芷彤 現代毒蘋果 林園高中(國中部) 李紀瑩

入選 高雄市 楊文嘉 「牠」們做的到，
為什麼人就不行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沈筠諠 惡魔與天使 光華國中 顏瑛慧

入選 高雄市 王潔琳 何處是我家？ 光華國中 顏瑛慧

入選 高雄市 黃浩洋 網路面具 三民國中 邱文祥

入選 臺北市  林小珍     復仇     五常國中     蔡孟桓  

入選 臺北市  陳柏蓉     那些年不該虛度的光陰     五常國中     蔡孟桓  

入選 臺北市  吳瑜煖     上妝遮百醜     金華國中     童采婕  

入選 新北市 張宇青 啃老族 新埔國中 簡淑慧

入選 新北市 蔡東融  失落的晚餐 泰山國中 李以新

入選 新北市 賴昱辰 自食惡果 福和國中 李冠瑢

入選 新北市 杜恩如 美麗背後的真相 福和國中 李冠瑢

入選 新北市 侯冠廷 反撲者的觀察日記 泰山國中 盧玫竹

入選 新北市 黃歆惠 溫室難民 福和國中 李冠瑢

入選 新北市 阮微甯 車上，請安靜 自強國中 周義傑

入選 新北市 任亭瑀 「黑心肝」食品 崇光女中 鄧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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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北市 劉恩霈 英雄無用武之地 崇光女中 鄧慶齡

入選 新北市 陳湘涵 錢的枷鎖 崇光女中 鄧慶齡

入選 新北市 吳詩楹 酒後開車，害人害己 崇光女中 鄧慶齡

入選 新竹縣 鄭馥瑩 未來 竹東國中 張于萍

入選 新竹縣 劉育綸 無毒不入 竹東國中 彭雅芳

入選 臺南市 李峙瑩 節電是口號 麻豆國中 郭俊佑

入選 臺南市 李婕寧 平平是蘋果 民德國中 洪尚華

入選 臺南市 許芝菱 智慧綁架人生 民德國中 涂心華

入選 臺南市 蔡慈倫 淨灘,世界因你而美好! 新市國中 黃心蘭

入選 臺南市 黃琮舜 災難阿~ 永康國中 周亮吟

入選 臺南市 方衍喬 進擊的奸商 南新國中 蔡宗祐

入選 臺中市 林子萱 拼見深「黥」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入選 屏東縣 許瀞文 嫦娥還能奔月嗎? 大同高中 邱鈺晴

入選 屏東縣 陳研陵 中年人的行囊 大同高中 邱鈺晴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趙潔敏 「滑」不來 鳳新高中 鄭伊璟

特優 臺北市   黃怡珊     黃色小鴨落難記     松山工農     王瀚賢  

優等 臺北市   陳怡安     又是「蘋果」惹的禍     再興中學     張元俍  

優等 臺北市   黃姿勻     Mummy     衛理女中     黃翔琳  

甲等 臺東縣 侯覺菲 皮影劇場‧文化融爐 臺東女中 侯宗岳

甲等 彰化縣 楊小慈 我們的未來 北斗家商 無

甲等 高雄市 鄭翊廷 教改之後，今非昔比 高雄高商 程啟榮

甲等 臺北市   邢富凱     爆力之氣    協和工商    高君豪  

入選 桃園縣 黃立武 核災變色 中壢高中 許雯婷

入選 桃園縣 吳怡蓁 現實與心中小小的童年 內壢高中 吳緯諺

入選 桃園縣 黃靖雅 嚇嚇叫的"時空膠囊" 桃園高中 周運順

入選 臺東縣 林家宏 未知的另一端 公東高工 胡慧瑜

入選 彰化縣 柯逸茜 進化論 和美實驗學校 陳怡伶

入選 高雄市 劉家蓁 海的真相 高雄高商 程啟榮

入選 高雄市 王郁軒 再撐啊!(拒貪) 三信家商 黃旦宜

入選 高雄市 洪于茜 是人玩手機,還是手機玩人? 鳳山高中 林景陽

入選 高雄市 高尚齊 快樂極樂地府 鳳新高中 沈中正

入選 高雄市 沈采霓 OH MY GOD! 海青工商 周筱盈

入選 高雄市 翁培紋 貪得無「宴」! 海青工商 王月秀

入選 臺北市   簡唯哲     機不可失    協和工商    高君豪  

入選 臺北市   黃園晰     只要抬頭，就會發現美麗     內湖高中     林郁青  

入選 臺北市   林安潔     看飽了     協和工商     高君豪  

入選 臺北市   易烈瑜     為「他」加油—台灣向前衝     北一女中     黃祺惠  

入選 臺北市   林芷欣     拾?     明倫高中     陳立中  

入選 臺北市   林昱彤     社區高中卡位戰      再興中學   張元俍  

入選 臺北市   陳家安     盲從，美     陽明高中     連時宜  

入選 新竹市 羅  茜 “Can” we stop? 新竹女中 周思葶

入選 嘉義縣 張雅茵 窒息的嚮往 協同中學 何晃岳

入選 嘉義市 陳玲萱 啃老族 嘉義家職 李素練

入選 嘉義市 郭篷雅 Don't drink and drive 嘉華中學 彭舒渝

入選 新北市 李壹蓉 印度冷血報導 泰山高中 李佳育

入選 新北市 劉子維 青山或垃圾 醒吾高中 譚淑媛

入選 新北市 邱尹芃 誰敢先吃 聖心女中 吳秀倫

入選 新北市 謝于安 狂犬病防疫？ 新店高中 黃益堂

入選 新北市 黃凱琪 我們都是兇手 新店高中 黃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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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新北市 林知儀 煙歿 康橋雙語學校 Lisa Chen

入選 新北市 周麗婷 有核不可？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臺南市 陳敘文 黑暗中的幻想 臺南高商 莫嘉賓

入選 臺南市 林永家 即溶？極溶！ 黎明高中 許絹惠

入選 臺中市 郭沛 補習班販賣機 大里高中 無

入選 臺中市 游惠文 解「鎖」人生 明道中學(高中部) 侯信憲

入選 臺中市 黃鈺茹 餐桌上的一生 臺中女中 劉淑貞

入選 臺中市 白丞斌 Pillars of Society 馬禮遜美國學校(高中部) John Schirmer

入選 苗栗縣 陳信瑛 厭食症候群 苗栗高中 謝宜静

入選 南投縣 廖建勛 還我們森林 竹山高中 黃堤煉

入選 南投縣 林  翰 走入自然 竹山高中 無

入選 南投縣 謝孟哲 千手忙不完 竹山高中 黃堤煉

入選 南投縣 彭譯德 旱 五育高中 吳振榮

入選 屏東縣 鄭鈞祐 重生 屏東高中 張妙茹

入選 屏東縣 黃子芸 瀕臨「絕」機的最後一個物種 潮州高中 蕭清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4

入選 42

總計 50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雲林縣 黃馨誼 吸癮 大成商工 黃柏憲

特優 臺南市 顏聯登 進化?退化! 南英商工 梁俊杰

優等 高雄市 楊文穎 胖小孩 鳳新高中 陳順昌

優等 新北市 姚以謙 黃色小鴨來襲 淡江高中 莊聖逢

甲等 新北市 翁瑋蓮 衍升 衍生 永平高中 何竹君

甲等 臺中市 劉家勳 司法恐龍 大明高中 鄭淑娟

甲等 臺北市   廖允卿     孩子，我要給你最好的！     復興高中     林姿伶  

入選 桃園縣 楊曉萱 梅杜莎之筏? 平鎮高中 楊祝菁

入選 基隆市 王仲安 教育黃金比例 二信高中 詹麗卿

入選 基隆市 鄭家旻 盜木 二信高中 陳姿穎

入選 高雄市 賴姿辰 洗腎王國的前因後果 海青工商 陳建宏

入選 高雄市 邱賢生 愛水急整室 中華藝校 陳皇維

入選 高雄市 鍾昀芳 冰達尼號沉淪記 鳳新高中 鄭伊璟

入選 高雄市 黃婷鈺 健康皆下品，唯有「毒素」高 海青工商 曾耀緯

入選 臺北市   黃瀞融     「機」籠     泰北高中     陳敏雄  

入選 臺北市   周宗漢     因財失教     泰北高中     陳敏雄  

入選 臺北市   施妤臻     肥貓當家     泰北高中     陳敏雄  

入選 臺北市   陳逸瑋     非死不可     泰北高中     陳敏雄  

入選 臺北市   戴子翔     「醉」有應得     中正高中     蔡紫德  

入選 臺北市   邱予暄     Cash World     士林高商     趙儷黛  

入選 臺北市   呂奕慶     反噬     士林高商     趙儷黛  

入選 新竹市 田媛瑄 消失的禁閉室 新竹女中 卓敬棠

入選 雲林縣 曾喜真 海神很忙 大成商工 黃柏憲

入選 嘉義市 吳宜蓁 年夜飯 嘉義高商 蕭淵元

入選 嘉義市 劉旻璇 時間的搶匪 嘉義高商 蕭淵元

入選 新北市 林巧儀 你的名牌．我的冥牌 豫章工商 邱建忠

入選 新北市 謝育權 書中自有顏如玉 豫章工商 邱建忠

入選 新北市 時蘊萱 低頭族進化論 新莊高中 洪千涵

入選 新北市 李  芸 1、2、3、麥假啦 復興商工 吳佩蓉

入選 新北市 鄭晰文 電玩聯萌危機 復興商工 余珮綺

入選 新北市 郭禮文 冷漠 復興商工 陳美珠

入選 新北市 翁浩銘 末日動物園 復興商工 李雨樵

入選 新北市 黃巧綺 圓仔vs黑寶 永平高中  賀楚僑 

入選 新北市 施亭伃 惶色小鴨 永平高中  賀楚僑 

入選 新北市 齊沛瑜 We Are The Champions 永平高中 賀楚僑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入選 新北市 黃勝有 社會已死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臺中市 柯橋羽 諾亞方舟之─難道第一道洪水是我引起的 大明高中 柯燈杰

入選 臺中市 劉立婷 白熊崛起 大明高中 鄭淑娟

入選 臺中市 丁偉倫 尼特族-現代孝子 豐原高中 王勝右

入選 臺中市 林柏毅 當科技結合垃圾食物 明道中學(高中部) 曾興泰

入選 臺中市 李書嫺 危「雞」四伏 臺中一中 鄭炳煌

入選 臺中市 林致豫 綠色小堅兵 嘉陽高中 羅和枝

入選 臺中市 陳奕儒 龍盤虎踞 嘉陽高中 羅和枝

入選 南投縣 張君鳳 連大佛也震驚 竹山高中 杜婉婷

入選 南投縣 林善義 「防腐」的迷思 竹山高中 林碧雲

入選 屏東縣 高玉芳 生跡 大同高中 謝依秀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9

總計 4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市 連信傑 沉溺 玄奘大學 邱夢偉

特優 高雄市 朱婉瑄 神明撤離專機 和春技術學院 陳文宗

優等 高雄市 彭美綺 失智不棄 反哺情 東方技術學院 鄭福源

優等 臺北市 吳采穎 兵．好好當 中國科技大學 張旭光

甲等 臺北市 陳怡潔 迷失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甲等 桃園縣 陳昱廷 求學，不進則退 銘傳大學 張元俍

甲等 新竹市 倪裕忠 中西方節慶 玄奘大學 何堯智

入選 臺北市 林宜潔 SAVE THE EARTH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入選 新北市 宋政勳 臺灣最強戰力 海洋技術學院 林靜芝

入選 新北市 彭裕鈞 面具 海洋技術學院 林靜芝

入選 臺南市 陳怡秀 這是我家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許瓊朱

入選 臺南市 劉姿廷 繽紛甜蜜的糖果夢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臺南市 劉育瑋 生機 台灣首府大學 林奕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6

總計 13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優等 高雄市 許曼莎 生老病死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優等 苗栗縣 廖偉民 彩虹火腿馬 育達科技大學 潘哲倫

優等 2

總計 2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國小中年級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
	國小高年級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
	國中普通班 
	國中美術班
	高中職普通班
	高中職美術班
	大專美術系
	大專非美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