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南區 林鈺程 不願面對的明日 新化國小 王薇婷

特優 新竹市 葉蓉 新自由式 東園國小 姜美甄

優等 新竹縣 陳泓達 沒水~再聰明也沒用 新社國小 張淑雯

優等 新北市中區 吳松鴻 地球暖化之後?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周志勇

甲等 新竹縣 陳昱銨 凋零的伴機歲月 二重國小 趙意如

甲等 新北市西區 薛宇喬 媽祖的願望 五股國民小學 張勝凱

甲等 臺南市南區 林可惟 醫界聖手 崇明國小 黃小玲

佳作 連江縣 陳亭妤 萬聖節 介壽國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高菳湘 太毒了！連獅子也怕怕 快樂國小 吳有登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鄒昊辰 海龍王大戰垃圾怪物 永順國小 洪正義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曾柏諺 魚的訴說 快樂國小 吳有登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林宸羽 拯救地球 蘆洲區仁愛國小 柯巧惠

佳作 新北市西區 余欣容 考試心情大不同 民安國民小學 范以玲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洪品瑜 看展趣? 中信國民小學 蔡怡貞

佳作 新北市南區 王欣禾 人真鮮迴轉壽司 育德國小 廖資欣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蔡彧安 不要再拍了 永吉國小 王婕嫣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曾盈禔 低頭不迷惘 及人國小 呂依芳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黃小妍 弄巧成拙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陳素真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劉彥廷 緝毒看門神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 何寀翌

佳作 新竹縣 陳品潔 第三次世界大戰 光明國小 陳歆妤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蘇紫晴 弟弟大怪獸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 曹芝潾

佳作 臺南市北區 施彥呈 劇毒 拒毒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民小學 周宜蓉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黃姵錡 遺忘的愛 永康國小 沈志銘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曾怡軫 貴婦人生 仁和國小 江長鴻

佳作 彰化縣 謝鈞凱 整個賣場都是你家? 泰和國小 林瑛秋

佳作 高雄市 洪裕翔 食安的牢籠陷阱 市立十全國小 鍾昌倫(正式)

佳作 高雄市 余妍昕 讓認養代替購買 市立前鎮區民權國小 張嘉芳(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薛秀娟 城市叢林 市立前鎮區民權國小 羅惠中(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楊鈞傑 還我一個家 市立林園國小 陳莉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梁瑋珊 噱頭 私立義大國際高中附設國小 廖珮君(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思涵 食安問題多-生人照吃，鬼神迴避 市立楠梓國小 林傳貴(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廖彤縈 溫室效應 市立四維國小 洪陽誠(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Angelina Shin Ay Huang   暖化的怒火     臺北美國學校     Ramses Youssif  

佳作 台北市-北區   連敏媗     都是酒後開車的後果   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李文秀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黃珮瑄     寶-渴夢島     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蔡顯進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高詩甯     老鼠的歡樂派對   私立光仁國民小學     羅文琦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郭品涵     生態資源的消弭   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陳彥智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葉凡瑄     全民來抓寶   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沈煒雯  

佳作 雲林縣 謝季庭 死神「醉」愛之「醉」後的陪伴 安慶國小 李佳倫

佳作 雲林縣 李沛霓 瘋狂寶可夢 鎮南國小 陳怡延

佳作 雲林縣 吳家毅 花燈工程總動員 麥寮國小 謝宜峻

佳作 雲林縣 謝謹函 用心店家? 虎尾國小 陳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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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嘉義市 蕭麗玟 龍舟大賽 崇文國小 劉靜融

佳作 台中市 魏志玲 海洋哀歌 新成國小 黃麗芬

佳作 台中市 王翎軒 新．創世紀 西屯區永安國小 王毓齡

佳作 台中市 蔡宇傑 我的太空探險記 清水國小 鄭秀貞

佳作 台中市 姚藺起 老師專賣機 神岡國小 陳美蓮

佳作 台中市 李家鵬 門神也遭殃 仁美國小 王茜榆

佳作 台中市 陳宏瑞 今非昔比 南陽國小 張伊君

佳作 苗栗縣 徐文宣 拜拜囉!! 縣立蟠桃國小 胡惠迪

佳作 屏東縣 吳慈雯 夏日炎炎 ,  河水正甜? 東隆國小 李寶春

佳作 屏東縣 劉羽婕 新時代的慈善布施 東隆國小 李寶春

佳作 南投縣 廖庭瑩 別再丟了 縣立永樂國小 蕭慧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彰化縣 陳彥臻 高齡化社會的悲哀 僑信國小 賴仲彥

特優 彰化縣 李芷婕 馬路瘋抓寶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優等 屏東縣 洪妍蓁 舉不起的重 民和國小 許修維

優等 彰化縣 邱苡婕 啃老族 僑信國小 賴仲彥

甲等 台中市 黃若綺 垃圾海 大元國小 劉宛純

甲等 桃園市南區 傅毓翔 病了 中壢國小 林志晟

甲等 新北市西區 林采璇 炎炎嚇日 泰山國民小學 吳慧鈺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姚妍溱 被破壞的海 桃園國小 羅兆鈞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林詠晴 誰是大胃王? 桃園國小 羅兆鈞

佳作 臺東縣 蕭芹 還我家園達悟呼喚 新生國小 張釋月

佳作 臺東縣 蕭芸 上帝救救我啊! 新生國小 張釋月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昀蓁 落湯機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

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采儀 拒絕香菸和檳榔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

民小學
林琬蓉

佳作 新北市中區 蘇亞征 烤焦的中秋節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

民小學
謝明栖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謝沛恩 人類悲歌―頸椎治療 三重區修德國小 張嫚宸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杜明蓁 期待 三重區修德國小 殷亞蘭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陳薏婷 上班族變身 三重區修德國小 張嫚宸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吳思璇 我們已用了洪荒之力啦!! 自強國小 廖彥慈

佳作 新竹縣 張晨筠 3C產品的誘惑 新社國小 周怡吟

佳作 新竹縣 鄭詩婷 當低頭族的災害 新社國小 黃乙軒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沈芳呈 寶可夢成癮的災難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

民小學
劉育青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宥任 骯髒的世界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

民小學
石育恩

佳作 宜蘭縣 黃宥允 啊！沉重的未來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宜蘭縣 江奕霆 對牛彈琴 成功國小

佳作 彰化縣 江宥泯 大象悲歌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高雄市 吳育儒 信天翁的輓歌 市立林園國小 陳雪吟(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鄭茗家 瘋寶可夢得失篇 市立鳳西國小 許美惠(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謝宜蓁 氣候難民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柏霖 目標 市立屏山國小 潘慧玲(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曾宇婕     滑手機    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高巧芹     看的到吃不到    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嚴方妘     騎腳踏車    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郭宜瑄     當心瘋迷寶可夢    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方芊雯  

佳作 新竹市 劉柏麟 炎熱夏天 國立竹大附小

佳作 台中市 黃晉霆 保衛家園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台中市 郭一蘺 對不起！救不到你 大元國小 陳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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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中市 黃宥瑜 美術館驚魂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台中市 陳妍妡 搶救人類腦袋大作戰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苗栗縣 彭彥勳 運動場的吶喊 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屏東縣 吳宙駿 死到臨頭還要抓 民和國小 吳政芳

佳作 屏東縣 郭子義 獵人 民和國小 王孟真

佳作 屏東縣 林尚緯 天然防蚊液大作戰 東隆國小 許茗惠

佳作 屏東縣 林亞靚 有家難回 中正國小 洪啟元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6

總計 4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市南區 黃以雯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龍潭國小 謝雅惠

特優 高雄市 葛青妍 吃年夜飯 市立信義國小 黃素芳(正式)

優等 彰化縣 甘妘筠 大佛也瘋狂 員林國小 陳美慧

優等 新北市南區 王宏軒 都是手機惹的禍 育才國小 洪麗卿

甲等 新北市南區 楊詠晴 消失的戲台 永吉國小 王婕嫣

甲等 台北市-西區   蘇立峯     澡堂驚魂記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陳世保  

甲等 花蓮縣 詹慈恩
別讓「毒污水」侵蝕你

的身體
化仁國小 黃國賢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劉欣菱 現代諾亞方舟 圳頭國小 方瑞祥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徐愷村 小丑的哭泣 快樂國小 吳有登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許瑀庭 未來路跑 內定國小 謝華庭

佳作 金門縣 王心茹 別餵我抽菸 安瀾國小 陳韶翎

佳作 花蓮縣 羅于修 好髒.好臭 太巴塱國小 林芯鎂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劉恩睿 抓寶貝?抓交替?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

學
陳曉峰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簡妤倢 格爾尼卡之ON SALE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

學
陳曉峰

佳作 新北市北區 王韻涵 責罵，像枯萎的花 淡水區新興國小 李嘉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王羽喬 犀牛看醫生 五股國民小學 陳治維

佳作 新北市西區 丘昱恩 老師也瘋狂 頭前國民小學 吳婉寧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嘉玲 不要再烤了！ 景新國小 羅珠碧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游喻婷 解剖驚魂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

學
陳雅敏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葉以婷
牙蟲的派對—我的黑白

人生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

學
張珂菁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曾致翔 女王頭的疑惑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

學
蔡瑞瑜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周于蕎 自由女神的煩惱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黃莘丰

佳作 台商專區 楊彥庭 大掃除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趙謙

佳作 新竹縣 陳柏凱 代代相傳的變遷 二重國小 魏楷儒

佳作 臺南市北區 周依柔 各顯神通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

學
林芳宇

佳作 宜蘭縣 林子嘉 宅男低頭族 北成國小 黃福祥

佳作 宜蘭縣 陳賢馨 穿越時空遇見你 學進國小 林宏杰

佳作 彰化縣 陳渝安 變調的星月夜 和東國小 賴冠如

佳作 彰化縣 王薏捷 大會烤 中山國小 傅秋子

佳作 高雄市 郭姵昕 台灣食安沉沒記 市立龍華國小 陳詩瑾(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書葶 城市三明治 市立新甲國小 鄭濬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趙恩佑 真正的海洋殺手 市立十全國小 林惠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品熙 蛀牙的真相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小 潘旆伃

佳作 高雄市 黃新凱 恐龍來襲，教育崩壞！ 市立三民國小 邵怡嘉(代理)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得獎名冊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得獎名冊

佳作 高雄市 朱晨昕 外星人笑地球 市立加昌國小 朱國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佩儒 少「子」化 市立新莊國小 楊淑靜(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沈子晏 空氣汙染 市立加昌國小 羅彩月(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蘇暄婷     尋寶   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蔡顯進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鄭婷謙     樹之眼(環保篇)   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     李茱莉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張劭安     3C的晚餐   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陳彥智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林欣儀     北極熊的之前跟現在   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曾惠琪  

佳作 雲林縣 黃毓珊 科技拉進彼此距離? 安慶國小 廖秋滿

佳作 嘉義市 李天晴 死也要Wifi 崇文國小 賴怡君

佳作 嘉義市 洪品潔
登革熱王朝之埃及斑蚊

我最大
博愛國小 蕭嘉木

佳作 台中市 蔡頌雅 兩個世界 賴厝國小 李雅萍

佳作 台中市 林庚厚 誠意就好，神明不要吃太飽! 山陽國小 陳采筠

佳作 台中市 廖紫君 地球浩劫 大同國小 蘇俊雄

佳作 台中市 廖子晴 別讓地球生病了 南屯區東興國小 徐淑娟

佳作 台中市 卓聿豐 誰收服誰?! 南陽國小 卓志明

佳作 台中市 張又臻 蒙娜麗莎的悲哀 南陽國小 張伊君

佳作 苗栗縣 王千昀 北極熊的悲歌 縣立照南國小 謝晉文

佳作 南投縣 許惠婷 恐怖美食 縣立中峰國小 李益槿

佳作 南投縣 吳庭緯 食安問題 縣立草屯國小 李承澤

佳作 南投縣 莊詠 飛機狂想曲 縣立草屯國小 黃明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屏東縣 簡瑞智 「教改」進行式 中正國小 王明柔

特優 高雄市 張銘禎 阿嬤憶童年 市立七賢國小 陳俊良(正式)

優等 屏東縣 許弘願 凌霄寶殿失火啦！ 民和國小 謝惠芬

優等 屏東縣 張彥軒 解脫吧! 自由女神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甲等 高雄市 賴可馨 升學怪獸 市立七賢國小 陳俊良(正式)

甲等 台中市 林佳蓁 城市獵人 大元國小 汪檍

甲等 宜蘭縣 潘律禎 少子化的未來 中山國小 廖慶昌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楊詩涵 用功佛 桃園國小 羅兆鈞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蕭楷諺 殺魚煲島筷子手 桃園國小 無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吳蓁妮 這裡只能住「人」了! 桃園國小 陳懿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魏辰芳 魚兒悲歌 桃園國小 羅兆鈞

佳作 澎湖縣 王瑞琮 公雞來了 中正國小 葉懿玲

佳作 花蓮縣 林郁宸 時代變化 中原國小 黃惠琳

佳作 臺東縣 李亦雯 21世紀的諾亞方舟 新生國小 張釋月

佳作 臺東縣 呂昱穎 滑手機的惡夢 臺東大學附小 黃郁芳

佳作 新北市中區 胡藝馨 你加入佛祖的Line嗎?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施又華 全球暖化 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凱莉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張軒婕 搶頭香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鄞振軒 熱到門神也瘋狂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許詠雋 拒燒金紙 心誠則靈 淡水區淡水國小 胡融昕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游以丞 飛魚先生 淡水區淡水國小 胡融昕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孫宴翎 動物狂想曲 泰山國民小學 黃敏菁

佳作 新竹縣 張晨暄 煮泡麵的女傭 新社國小 周怡吟

佳作 基隆市 王子渝 破碎的杯子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彰化縣 黃沛瑜 颱風摧殘 僑信國小 楊雅芬

佳作 彰化縣 吳雅歆 北極熊的悲歌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彰化縣 饒珈瑜 享受美味，健康走味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彰化縣 姚承希 缺水危機 忠孝國小 林晉任

佳作 高雄市 詹鎌蔚 寂寞的歡樂年夜飯 市立屏山國小 李一峰(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宗諺 醉不上道 市立林園國小 李宜芳(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陞安 目睹的傷 市立林園國小 陳貞諭(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兒臻 黑白無常也瘋狂~寶"恐"夢 市立七賢國小 陳俊良(正式)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蔡羽綸     媽祖出巡   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璽元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左令瑜     愛的相本   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呂俞樺  

佳作 新竹市 何明軒 壞人的「引力」 國立竹大附小 陳澤仁

佳作 新竹市 蕭羽辰 金牌學生 國立竹大附小 陳澤仁

佳作 雲林縣 林幸誼 夏日校車 元長國小 何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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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蕭晨浩 水泥腦袋 斗六國小 何潁芬

佳作 嘉義市 趙人儀 麥擱放呀~神明也哭泣! 大同國小 曾曉梅

佳作 台中市 林承霈 美女生產器 大元國小 汪檍

佳作 台中市 俞如軒 路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苗栗縣 蘇莉辰 課業壓力好大 縣立通霄國小 郭玲均

佳作 苗栗縣 黃愉蓁 動物世界的黑暗 縣立通霄國小 陳茜筠

佳作 苗栗縣 黃沛萱 挪亞太空梭 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苗栗縣 李家賢 胖子的日常休閒 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屏東縣 黃郁翔 辛苦 民和國小 蘇瑜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中市 鄭辰辰 迷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特優 高雄市 蔡芷羚 寶可夢狂想曲 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蔡達源(正式)

優等 宜蘭縣 江佳臻 吸煙有害健康 羅東國中 林羿君

優等 台中市 馮鈺淳 永不褪色的璀璨記憶 四箴國中 王穗芬

甲等 高雄市 邵毓雯 養兒方知父母恩 市立青年國中 楊靜儒(正式)

甲等 彰化縣 陳晏紳 校園夢魘 和美高中 姚慧真

甲等 彰化縣 簡佑庭 開門見”寶”.人潮再現 和群國中 賴冠如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劉彥華 「桃機」淹水之後的轉型 桃園國中 林玟豪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陳芊羽 令人煩躁的教室 楊梅國中 吳坤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李晨溪 熱斃了 清涼後再保佑 楊光國中小 曾琦珍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黃芷彤 黑暗•希望 東興國中 邵明達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陳柏安 鯊魚先生的晚餐 龍潭國中 張筱芸

佳作 花蓮縣 陳柏宜 池魚之秧 慈大附中國中部 吳登漢

佳作 花蓮縣 陳冠年 捷運異想 自強國中 劉美宜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卉婕 維納斯OUT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呂佳蓉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江盈賜 3C「慘」品 淡水區正德國中 劉佳欣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汪芷伃 Morning. pink 淡水區淡江高中 鍾順達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吳佾芸 煙癮纏身 三重區金陵女中 李靜文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林鈺婷 書壓 福營國民中學 林毓修

佳作 新北市南屈 萬芷彤 忙盲茫 永和國中 宋殿璽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孫薏喬 甜蜜的負擔 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蘇素如

佳作 新竹縣 謝靜儒 貪懶的生活 仁愛國中 王美雪

佳作 新竹縣 李東諺 拓展視野看見真實 成功國中 陳盈孜

佳作 臺南市北區 王鈺琪 拼不回的家園 臺南市市立六甲國民中學 沈家榮

佳作 臺南市北區 楊礎綺 寶可夢悲歌 臺南市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鄭安伶

佳作 臺南市北區 林弘傑 網路成癮 臺南市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蔡佩君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林泰羽 補、捕、哺 後甲國中 鄭承斌

佳作 基隆市 蕭琮嬿 連北極都要裝冷氣了？! 銘傳國中 游伯松

佳作 基隆市 陳篤志 命懸一線 中正國中 林鈺鳳

佳作 宜蘭縣 林怡潔 北極熊的悲傷 羅東國中 汪子堯

佳作 彰化縣 彭登科 鯊魚受難記 彰安國中 施榮鍾

佳作 高雄市 潘品熙 錢途堪慮的地球生態 市立鹽埕國中 黃子宸(代理)

佳作 高雄市 康家和 你的時尚精品，牠的生命浩劫 市立五福國中 高夢霞(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苡珊 假好心 私立復華高中附設國中 邱玉燕(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華羚 皮包.包皮 市立光華國中 陳敏志(正式)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曹皓評     土地公的煩惱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翁千雅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廖浩滕     最後一塊領土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黃章裕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陳映璇     是誰讓動物朋友們受傷了？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宋明律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張芝翎     「渴」望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婉甄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蔡辰敏     愛護地球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婉甄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郭宜柔     Insideout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溫梅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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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

東區
  魯心華     PM2.5之神明也瘋狂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梁嘉文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葉采瑄     Gotcha!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徐于婷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楊逸     天有不測風雲     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     鄭中勝  

佳作 雲林縣 陳靜萓 童玩不同玩 東和國中 張茗諄

佳作 嘉義市 陳翰昇 操神弄鬼鍊錢財 北興國中 陳世忠

佳作 嘉義市 蘇秭郁 救救北極熊 輔仁高中 江明玲

佳作 台中市 王海茵 是誰威脅誰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佳作 台中市 劉璟琛 蝕 崇德國中 李采芳

佳作 台中市 王聿蓁 超高齡化社會危機 大雅國中 賴胤汝

佳作 苗栗縣 黃姵慈 中華「冥」國新貨幣 縣立致民國中 邱聖仁

佳作 屏東縣 王乙亘 虛「拾」世界 明正國中 方錦蕊

佳作 屏東縣 蘇瑋琳 「首」機人 明正國中 葉明展

佳作 屏東縣 陳芅睿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里港國中 徐燿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鄭逸凡 不要〈補藥〉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蔡達源(正式)

特優 新北市中區 顏如玉 致最敬禮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張亦妤

優等 新北市南區 董懷曜 醫生，救救我！ 自強國中 張卓立

優等 宜蘭縣 蔡睿宇 熱鍋上的地球 東光國中 潘勁瑞

甲等 嘉義市 黃鐘名 危「機」四伏 蘭潭國中 陳嵩霖

甲等 屏東縣 陳姿穎 支配者?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邱鈺晴

甲等 臺南市不分區 張欣懿 屍聯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涂心華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林家妤 少年的煩惱 楊梅國中 吳坤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游以蓁 美麗製造機 中壢國中 陳郁芬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范芳瑜 迷失自我 楊梅國中 吳坤憲

佳作 花蓮縣 張巧薰 抓寶「玩」出「命」 國風國中 黃景瑋

佳作 臺東縣 汪承希 貧與富 新生國中 張意佳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李怡蓁 贏在起跑點？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王壬延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王書凡 金錢至上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王壬延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楊佳偉 蘋果是福還是禍？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葉曜宇 追「夢」人生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玠佑 變調的飛魚祭 泰山國民中學 盧玫竹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鄭昀 年輕人都到哪了？ 自強國中 張卓立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馬榛檠 交易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

學
鄧慶齡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呼晨曦 Hope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涂心華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許凱琍 嚇死寶寶了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吳政隆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鄭文欣 腐蝕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單婕 曙光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涂心華

佳作 基隆市 林以和 北極熊的家? 安樂高中 邱于芬

佳作 宜蘭縣 蕭知語 寶可夢危機 東光國中 潘勁瑞

佳作 宜蘭縣 張瑄宸 二手動物之家 東光國中 潘勁瑞

佳作 彰化縣 柳宛妤 科技浩劫 明倫國中 廖麗茹

佳作 彰化縣 謝幸諼 動物之死 誰之過？ 彰安國中 林峻陞

佳作 彰化縣 黃鈺珊 關懷家人 彰化藝術高中 蕭慧雯

佳作 高雄市 郭冠余 尋“房”啟事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志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詠傑 機械怪獸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代理)

佳作 高雄市 賈若芸 自縛 市立鳳山國中 施瓊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施曉儒 牠們的眼淚…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洪崇耀     梵谷的眼淚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蔡曜同  

佳作 台北市-北區   黃于真     歲月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祖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葉若葳     收攤了~教白孫(茭白筍)的一天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祖宏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國嘉     當代?啥?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楊媃伊     〝書〞壓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謝舒宜     滿街盡是金鐘罩、鐵布衫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張雅雯  

佳作 雲林縣 劉宜庭 3C保姆 東南國中 何正裕

佳作 雲林縣 劉芝妤 霾葬的童話 東南國中 程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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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嘉義市 許茂彬 美豬盤中飧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嘉義市 葉芝妤 左右為難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台中市 洪煜程　 守護自然，擁抱生命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台中市 黃鼎鈞 樣樣都是寶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台中市 郝千慧 背起行囊，暢遊天下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苗栗縣 周胤延 暖化的地球 縣立明仁國中 蕭如妙

佳作 苗栗縣 葉家妤 和平，何去何從？ 縣立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陳彥伶

佳作 屏東縣 黃宥維 看看這世界 恆春國中 宋秋霞

佳作 屏東縣 唐瑋壎 兩個世界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陳宛萱

佳作 南投縣 陳琦 OH DAMN 縣立南投國中 石羽倩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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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者上工 安樂高中 林怡君

特優 台北市-南區   秦　彤     致命的pm2.5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優等 台北市-南區   楊雅然     填充男孩養成食譜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王騰瑢  

優等 宜蘭縣 鄭至廷 牧羊女悲歌 羅東高中

甲等 高雄市 鄭安汶 同熊不同命 國立鳳新高中 劉依亭(正式)

甲等 桃園市南區 李奕慈 致青春-深藍色的呼吸 六和高中 王佳琪

甲等 嘉義市 黃永詠 疏離的網路世代 嘉華高中 彭舒渝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簡宏倉 危機的燈泡亮起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楊銘雰 last one 內壢高中 吳緯諺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傅鎂婷 你在哪裡？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許國華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李沛潔 寶貝大革命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林芷潔 維納斯的浩劫 三重區金陵女中 李靜文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陳希知 臺灣22K 淡水區淡江高中 林麗娟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張滋裔 魚的逃難記 錦和高中 黃蔓緹

佳作 新北市東區 任亭瑀 吃補．吃到苦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劉大衛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蔡念彤 笑吧!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Lisa Chen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劉若菲 停不下來的誘惑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Lisa Chen

佳作 臺南市北區 田浚朋 城市階級制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張力中

佳作 臺南市北區 沈昀玫 喘息的螻蟻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莊雅淇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邱筱喬
Who is the person in 

need?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李真美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吳旭崴 餓昏了 德光高中 呂念宗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洪暐智 豬事不宜 德光高中 柯通陽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陳珈汝 老當異狀 德光高中 倪瑋均

佳作 宜蘭縣 張茗 海洋哀歌 羅東高中

佳作 彰化縣 陳嵩啟 少子化 彰化高中 宋孟純

佳作 彰化縣 李宥萱 點亮治安的燈泡 彰化女中 賴冠如

佳作 高雄市 張律揚 反撲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蔡達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蘇瑀婕 防疫大作戰 神民也瘋狂 私立復華高中 許儷馨(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施柏彤 恐怖"食"代 國立鳳山高中 洪俊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宜姍 未來小子 私立明誠高中 孫英倫(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江嘉于 我被棄養了! 市立林園高中 許榕(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楊凱筌 豪屋藍公司 市立中正高工 莊彩琴(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詹元禛 尋親 市立高雄中學 朱正卿(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李珩     收服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李昇洋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劉子筠     寵「物」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朱晶明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陳映潔     年夜飯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陳育祥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吳卓穎     身在咫尺，心在天邊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傅斌暉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張嘉容     夏日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蔡明翰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宇姵璇     兔死狐悲的冷漠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洪千玉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柴雋     「媽寶」到天荒地老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張元俍  

佳作 雲林縣 陳奐瑀 ﹝KEEP X OUT﹞ 私立福智高中 賴盈達

佳作 嘉義市 鄭安佑 地球的浩劫 嘉華高中 彭舒渝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佳作 嘉義市 王思婷 水管如血管 省水不能緩 興華高中 洪嘉璐

佳作 台中市 高諺鋒 地球上最後一塊淨土 興大附中 邊遠平

佳作 台中市 陳宣妤 老年危機 新民高中(高中部) 林維瑄

佳作 屏東縣 蔡忠嚴 「修修」臉 屏東縣陸興高中 謝惠萍

佳作 屏東縣 曾柏堯 凍齡食品爭霸戰 屏榮高中 無

佳作 南投縣 王冠婷 墟擬實境 國立南投高中 高嘉君

佳作 南投縣 黃雅軒 乘載希望 國立南投高中 高嘉君

佳作 南投縣 林意純 動物的審判 國立中興高中 錢欣秀

佳作 南投縣 官承泰 劫後餘生 國立草屯商工 簡雅慧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市 范雅玟 迷霧中的平等 香山高中

特優 台北市-東區   蘇桑尼     壓力風暴    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黃昱幃  

優等 台北市-北區   吳竑諭     沈沒的伊甸園   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呂靜修  

優等 台中市 李昌虎 跟風盲從 新民高中(高中部) 陳郁惠

甲等 新北市東區 謝如明 俘虜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李雨樵

甲等 桃園市北區 莊巧翎 我還有想做的事 南崁高中 陳冠潔

甲等 高雄市 林彥呈 台式招牌-梵谷野瘋狂 市立鼓山高中 朱俊勳(正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王柏崴 鎖以課業 壽山高中 楊尚蓉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江宇雯 Pluto(死神)Go! 育達高中 楊璦玲

佳作 臺東縣 溫淳瑋 課業．嗑業 臺東女中 朱文鳳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龔俐庭 官場現形記 三重區三重高中 溫念庭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郭昱汝 上網 淡水區淡江高中 林麗娟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楊芷瑜 小燈泡與大野狼 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楊亞蓁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楊昀澔 英熊射日 復興商工 余珮綺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許鎧鑠 是誰操控誰？ 復興商工 徐慧君

佳作 新北市南區 王惟浩 寶你個夢 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怡君 溫腥的家庭 鶯歌高職 高錦惠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陳昱劭 退變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賀楚僑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王泯蓁 街頭日記-你自己在哪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徐偉能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楊絜安 博愛座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李真美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邱舒婷 漫漫上學路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徐偉能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梁芸睿 蟻居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曾柏仁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胡羽涵 海洋悲歌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徐偉能

佳作 基隆市 胡雅筑 無意義防備 二信高中 陳姿穎

佳作 彰化縣 朱翊綾 走火入魔 北斗家商 嚴國隆

佳作 高雄市 翁鈺雯 恐龍家長的啃老族養成 市立前鎮高中 吳珮瑤(代理)

佳作 高雄市 王家慶 機器進步•人類退步 市立高雄高工 任怡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楷文 手機症候群 私立中華藝校 施智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張君津 一氧難求 市立海青工商 陳政豪(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林敬恩 鐵達尼號之死都要自拍 市立海青工商 周筱盈(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亭喬 官將守不住 市立海青工商 曾耀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孫意淳 酸雲寓言 市立海青工商 傅雲英(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旨謙 抓寶狂人 市立海青工商 曾耀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蘇心喻 罪犯人權與警察人權 私立樹德家商 王仁宏(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李紫萍 危急引爆 市立海青工商 傅雲英(正式)

佳作 台北市-東區   于毅     創世「機」元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高君豪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張靖橞     地獄拉麵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曾珮瑄     忙碌下的無奈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戴吟輿     啾咪神也自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許君瑋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林珮淇     外來物種侵略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鄭旺才  

佳作 新竹市 陳詠薇 狼政府 新竹女中 卓敬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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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竹市 羅  崴 當代童話 新竹女中 卓敬棠

佳作 嘉義市 沈芃妤 無感危機?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葉怡羚 分解作用 嘉義高中 陳介一

佳作 台中市 吳念蓁 Raise your head 豐原高中 朱慧音

佳作 台中市 陳科銘 呼喚 大明高中(高中部) 鄭淑娟

佳作 台中市 蕭婉鵑 皮開肉戰 嶺東中學(高中部) 翁心婕

佳作 南投縣 江酈珊 「垃圾魚來了！」 國立竹山高中 杜婉婷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1

總計 48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蔡庭歡 媽媽好忙 國立台南大學 林玫吟

特優 臺北市 許碩文 The oil will run out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優等 高雄市 吳珮晴 誰捉誰? 國立高雄大學 黃裕宸

優等 台南市 黃詩瑜 地球人給的"回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宜蘭縣 張寧      NO WAR 佛光大學 羅光志

甲等 新北市 曾宇婷 食品安全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林靜芝

甲等 宜蘭縣 杜韋儒 血汗勞工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高雄市 王巍 石化危機 東方設計學院 賴燃發

佳作 新北市 張育銓 束說夢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林靜芝

佳作 新北市 許恆碩 虛有其表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林靜芝

佳作 高雄市 紀姵岑 沙丁人生 國立高雄大學 洪碩延

佳作 台南市 林佳軍 保命，寶命 南臺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台南市 王怡婷 家? 南臺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台南市 呂玟欣 蒙蔽 南臺科技大學 陳佩鈺

佳作 台南市 李岱容 超寶 南臺科技大學 陳佩鈺

佳作 新北市 翁子洋 人造女神 景文科技大學 陳珠元

佳作 新竹市 蔡宜蓁 千面女郎 玄奘大學 邱夢偉

佳作 新竹市 羅美棠 追夢人？趕屍隊？ 玄奘大學 邱夢偉

佳作 臺北市 莊苓 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新北市 徐子泰 惡夢仙境 亞東技術學院 白宗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3

總計 20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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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臺南市 陳沛慈 SOS 敏惠護理管理專科學校 王瑜旋

甲等 高雄市 侯美娟
別讓你的喜悅變成

為他的眼淚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甲等 高雄市 張嘉宏 資訊綁架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特優 0

優等 0

甲等 3

佳作 0

總計 3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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