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A1 A1-0205 屏東縣 賴柏彰 蝴蝶出來了 中正國小 吳有恆

特優 A1 A1-0135 臺北市-東區 黃韻澄 椰子樹下樂無窮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王丹怡

優等 A1 A1-0031 臺東縣 鄭梓希 老師帶我們觀察樹葉豐里國小 陳明珠

優等 A1 A1-0184 臺中市 郭淨瑄 溜冰 台中教大實小 丁心平

甲等 A1 A1-0179 嘉義市 徐浩瑋 彰化扇形車站的修火車醫生北園國小 魏淑貞

甲等 A1 A1-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李昕叡 體能遊戲 宅港國小 沈茂岩

甲等 A1 A1-0112 彰化縣 施佳妤 化妝 民生國小 劉麗蓉

佳作 A1 A1-0001 桃園市-北區 黃亭潔 幸福手作麵線 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中小 賴鳳瑜

佳作 A1 A1-0002 桃園市-北區 張雅畇 黑面琵鷺 大竹國小 楊淑芬

佳作 A1 A1-0005 桃園市-北區 周德香 結婚的喜悅 快樂國小 吳有登

佳作 A1 A1-0009 桃園市-南區 陳品妍 盪鞦韆 富台國小 郭怡瑩

佳作 A1 A1-0010 桃園市-南區 彭鴻鈞 工作中的爸爸 中壢國小 無

佳作 A1 A1-0033 臺東縣 張懷玉 大樹 瑞源國小 梁慧琦

佳作 A1 A1-0035 臺東縣 陳品宇 哇!好大碗的麵 三和國小 黃盈慈

佳作 A1 A1-0038 連江縣 陳曉涵 媽媽在幫病人照X光 介壽國中小

佳作 A1 A1-0039 連江縣 余紫綺 2隻貓在打架 介壽國中小

佳作 A1 A1-0045 新北市-東區 顏湘庭 開心壽司店 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無

佳作 A1 A1-0048 新北市-東區 許洺程 採柚子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1 A1-0049 新北市-西區 吳欣羽 祈求平安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徐曉慧

佳作 A1 A1-0051 新北市-西區 陳妍恩 文昌廟一隅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黃晶翠

佳作 A1 A1-0053 新北市-西區 賴欣妤 跳舞的女孩們 榮富國小 陳函瑜

佳作 A1 A1-0056 新北市-南區 廖翊學 採水蜜桃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 陳詩儒

佳作 A1 A1-0061 新北市-北區 洪于哲 廟宇寫生 集美國小 賴湘庭

佳作 A1 A1-0080 新竹縣 李沛蓉 快樂餵魚趣 縣立新社國小

佳作 A1 A1-008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蘇敬淵 障礙賽 東山國小 連秀絹

佳作 A1 A1-0090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楊晨星 宜蘭九寮溪之旅 六甲國小 黃莉雯

佳作 A1 A1-0092 臺南市-南區 柯佩蓁 快樂的旅行 新南國小 劉欣宜

佳作 A1 A1-0094 臺南市-南區 陳彤 媽媽幫我綁頭髮 勝利國小 吳佳蓉

佳作 A1 A1-0095 臺南市-南區 徐子喻 我愛游泳 仁和國小 許貴香

佳作 A1 A1-0102 基隆市 黃宥叡 在月球上玩 基隆市長興國小 郭芸戎

佳作 A1 A1-0105 宜蘭縣 江苡捷 美人魚 光復國小

佳作 A1 A1-0110 彰化縣 胡芳瑄 理髮 花壇國小 胡柄宏

佳作 A1 A1-0111 彰化縣 賴勝業 夜間賞荷趣 和美國小 林君玲

佳作 A1 A1-0113 彰化縣 鄭丞硯 載斑馬的大貨車 北斗國小 余佳倫

佳作 A1 A1-0115 高雄市 黃沺葳 體育課 市立阿蓮國小 洪華卿(代理)

佳作 A1 A1-0116 高雄市 歐薆妮 好漂亮的新娘子 市立新民國小 李美慧(正式)

佳作 A1 A1-0117 高雄市 蔡乙綺 吃西瓜 市立鹽埕國小 吳正榮(正式)

佳作 A1 A1-0118 高雄市 黃妍蓁 我的老師 市立新莊國小 高曰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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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A1 A1-0126 高雄市 陳仕堯 豐富的冰淇淋店 市立新甲國小 李玫霙(正式)

佳作 A1 A1-0134 臺北市-東區 陳以愛 傳統藝術欣賞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許宜文

佳作 A1 A1-0137 臺北市-東區 陳亮穎 農村餵雞趣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魯藝文

佳作 A1 A1-0152 臺北市-北區 鍾芮怡 High遊樂園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郭美玲

佳作 A1 A1-0154 臺北市-北區 蔡雅琦 我和媽媽一起做蛋糕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蔡秀婷

佳作 A1 A1-0157 新竹市 許瑜倢 我和狗狗騎旋轉木馬東園國小 陳郁娉

佳作 A1 A1-0172 嘉義縣 張湘綺 和媽媽玩 大崙國小 謝碧花

佳作 A1 A1-0178 嘉義市 嚴聖崴 大家快來幫忙啊！ 興嘉國小 江思蘋

佳作 A1 A1-0180 嘉義市 王沛晴 廟前的大石獅 林森國小

佳作 A1 A1-0181 臺中市 張云禎 快樂釣蝦趣 石岡國小 張素翠

佳作 A1 A1-0182 臺中市 何睿栯 洞穴驚奇 永隆國小 林怡君

佳作 A1 A1-0185 臺中市 蕭榆蓁 跆拳道比賽 賴厝國小 金仁筠

佳作 A1 A1-0187 臺中市 何宥辰 籃球比賽 大同國小 蔡麗雪

佳作 A1 A1-0188 臺中市 紀詠晴 動物醫院 大同國小 紀宗寅

佳作 A1 A1-0194 臺中市 楊宇樊 夜市撈魚 東海國小 童梨華

佳作 A1 A1-0204 苗栗縣 李彥槿 晒藍布 苗栗縣立中正國小 曾嘉儀

佳作 A1 A1-0211 南投縣 林尚澤 池塘餵魚 縣立雙冬國小 葉秀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8

總計 55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A2 A2-0091 臺南市-南區黃博鴻 修建廟宇 協進國小 楊麗可

特優 A2 A2-0176 嘉義市 張司函 阿良養雞場 崇文國小 鄧雅穗

優等 A2 A2-0062 新北市-北區 哈宜蓁 工地 集美國小 陳榮輝

優等 A2 A2-0206 屏東縣 徐誠軒 道路施工 屏大附小 張毓哲

甲等 A2 A2-0038 連江縣 王詠萱 元宵節 仁愛國小 王倩雯

甲等 A2 A2-0155 臺北市-北區徐子晴 尖叫吧！海盜船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郭美玲

甲等 A2 A2-0152 臺北市-北區粘仕楷 阿嬤家的蘿蔔田 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張寶馨

佳作 A2 A2-0006 桃園市-北區蔡子祺 未來城市 文山國小 陳宏昶

佳作 A2 A2-0013 金門縣 吳佳茜 海盜船遊樂園 多年國民小學 余宛錡

佳作 A2 A2-0039 連江縣 林韋翰 釣鯊魚 介壽國中小

佳作 A2 A2-0048 新北市-東區于子樂 建築印象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戴聖宗

佳作 A2 A2-0051 新北市-西區王昱翔 飛岩走壁蜘蛛人 新莊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2 A2-0052 新北市-西區黃奕翔 西門紅樓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 李慧茹

佳作 A2 A2-0053 新北市-西區謝秉叡 香火鼎盛的文昌廟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 施安琪

佳作 A2 A2-0055 新北市-南區陳芷萱 大家作伙蓋大厝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吳詠綺

佳作 A2 A2-0058 新北市-南區彭子宜 來看皮影戲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呂慧敏

佳作 A2 A2-0061 新北市-北區江承翰 返巢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江協隆

佳作 A2 A2-0066 新北市-北區劉秉霖 幫長頸鹿洗澡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李如意

佳作 A2 A2-0072 新北市-中區金羽姍 捷運站旁的烤地瓜 莒光國小 周志勇

佳作 A2 A2-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高鈺琳 畫糖 南科實小 許舒惠

佳作 A2 A2-008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黃書玄 等待公車的時候 苓和國小

佳作 A2 A2-008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何欣宜 出巡 苓和國小  	

佳作 A2 A2-0089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黃思蓉 回家的路上 苓和國小  	

佳作 A2 A2-0093 臺南市-南區陳諭萱 億載金城之旅 仁德國小 黃惠雀

佳作 A2 A2-0096 臺南市-南區吳承叡 恐龍溜滑梯 東光國小 陳亮君

佳作 A2 A2-0097 基隆市 陳宥萱 馬祖度假旅遊 七堵國小

佳作 A2 A2-0106 宜蘭縣 郭力誠 火焰獅大戰 柯林國小 李雪菁

佳作 A2 A2-0107 宜蘭縣 吳昕祐 維修機器人 黎明國小 唐梧耿

佳作 A2 A2-0109 彰化縣 黃郁蓁 母愛 和美國小 賴冠如

佳作 A2 A2-0114 彰化縣 許沂甄 我的家鄉 民生國小 張淑玲

佳作 A2 A2-0115 高雄市 劉星雨 餵牛 市立新民國小 謝慧綺(正式)

佳作 A2 A2-0116 高雄市 林雋軒 賣雞肉的攤販 市立新民國小 李美慧(正式)

佳作 A2 A2-0118 高雄市 林稟鈞 石頭廟 市立新民國小 謝慧綺(正式)

佳作 A2 A2-0124 高雄市 陳鴻銘 我愛夾娃娃 市立前鎮區民權國小 陳惠美(正式)

佳作 A2 A2-0125 高雄市 林秉穎 廟會很熱鬧 市立新甲國小 無(無)

佳作 A2 A2-0127 高雄市 洪文琪 菜市場 市立信義國小 吳依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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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A2 A2-0135 臺北市-東區林秉庭 火車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劉恬芳

佳作 A2 A2-0136 臺北市-東區陳柏樺 稻米豐收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2 A2-0147 臺北市-南區張智鈞 火車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小學 陳麗如

佳作 A2 A2-0158 新竹市 劉省吾 魚市場 北門國小

佳作 A2 A2-0159 新竹市 黃莛中 假日的休閒時光 東門國小 束玉燕

佳作 A2 A2-0160 新竹市 范允謙 剪頭髮 北門國小

佳作 A2 A2-0168 雲林縣 林潔希 皮影戲 四湖國民小學 陳品朱

佳作 A2 A2-0169 嘉義縣 王悅穎 我家的100隻雞 福樂國小 吳豪哲

佳作 A2 A2-0172 嘉義縣 林庭亦 十二婆姐 南新國小 無

佳作 A2 A2-0175 嘉義市 黃國宸 維護光明的使者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A2 A2-0179 嘉義市 林嵩恩 紅通通的雞舍 大同國小 林沂臻

佳作 A2 A2-0188 臺中市 張家甄 紙傘之美 烏日國小 王瑋名

佳作 A2 A2-0190 臺中市 林承緯 騎協力車 忠孝國小 吳杰易

佳作 A2 A2-0197 臺中市 陳宥睿 社區歌唱聯誼 南陽國小 周文凱

佳作 A2 A2-0198 臺中市 蕭湘縈 八家將 上楓國小 無

佳作 A2 A2-0207 屏東縣 王子睿 火鍋店的歡聚時光 唐榮國小 潘俊安

佳作 A2 A2-0208 屏東縣 傅品嫻 旋轉吧！美味的披薩勝利國小 李雅芬

佳作 A2 A2-0209 屏東縣 蔡雨筑 修車底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A3 A3-0083 彰化縣 張雅庭 熱鬧的夜市 僑信國小 邱祺方

特優 A3 A3-0140 嘉義市 許亦忻 傳承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優等 A3 A3-0138 嘉義市 李宸宇 舊書店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優等 A3 A3-0169 屏東縣 楊皓全 意象畫展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甲等 A3 A3-0003 桃園市-北區 劉翔馷 哇！好多好多蟲！ 瑞豐國小 陳宛瑜

甲等 A3 A3-0079 彰化縣 林秉葦 舞龍舞獅 僑信國小 賴仲彥

甲等 A3 A3-0080 彰化縣 賴彥宇 養鵝人家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A3 A3-0002 桃園市-北區 王智軒 辛苦工作的爸爸 瑞豐國小 陳宛瑜

佳作 A3 A3-0004 桃園市-北區 王柏庭 海底隧道 瑞豐國小 粘聖鑫

佳作 A3 A3-0009 桃園市-南區 邱柏鈐 鄉下叔公家的雞 中壢國小 張欣

佳作 A3 A3-0036 新北市-南區 劉冠瑤 溫泉魚spa初體驗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A3 A3-0041 新北市-北區 張佳盼 拜神 修德國小 殷亞蘭

佳作 A3 A3-0044 新北市-北區 戴佑珊 衝浪的美好時光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簡麗華

佳作 A3 A3-0046 新北市-中區 周雋宸 跑車遊行 大觀國小 謝明栖

佳作 A3 A3-0054 新竹縣 陳沛琪 插花母親 縣立新社國小

佳作 A3 A3-0061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楊富鈞 暴走族懺悔 永康國小 林欣慧

佳作 A3 A3-0063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邱品叡 英雄大戰大恐龍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A3 A3-006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曾軒泓 大家一起來賣魚 立人國小 張簡采昕

佳作 A3 A3-0073 宜蘭縣 黃曉柔 美麗的陽台 成功國小

佳作 A3 A3-0074 宜蘭縣 江語婕 美麗的南瓜隧道 成功國小

佳作 A3 A3-0076 宜蘭縣 邱量 媽媽的小幫手 成功國小

佳作 A3 A3-0081 彰化縣 江家瑄 果菜市場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A3 A3-0082 彰化縣 張力元 一起來玩狗 僑信國小 黃逸華

佳作 A3 A3-0085 高雄市 莊昀臻 懷舊之旅 市立七賢國小 鐘碧瑩(正式)

佳作 A3 A3-0086 高雄市 張簡亦軒 跑啊!賽車!! 市立七賢國小 曹惠菁(正式)

佳作 A3 A3-0088 高雄市 劉家丞 天馬行空 市立林園國小 劉弘勉(正式)

佳作 A3 A3-0092 高雄市 黃繶安 官將首 市立七賢國小 無(無)

佳作 A3 A3-0107 臺北市-東區 林楷媗 摘花生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黃致萍老師

佳作 A3 A3-0121 新竹市 劉宜欣 去故宮看展覽 清華附小

佳作 A3 A3-0122 新竹市 蘇彥睿 藍布場 清華附小

佳作 A3 A3-0127 雲林縣 曾黍茜 聖母出巡 南陽國民小學 蘇源有

佳作 A3 A3-0130 雲林縣 王睿穎 祥龍獻瑞 公誠國民小學 張圯秀

佳作 A3 A3-0131 雲林縣 賴宜芳 一起包粽子 雲林國民小學 游英如

佳作 A3 A3-0134 嘉義縣 張可妮 紅臉關公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A3 A3-0139 嘉義市 林子益 遶境祈福 大同國小 林曉瑩

佳作 A3 A3-0142 嘉義市 王靖睿 買鞋記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A3 A3-0153 臺中市 楊文馨 我的爸爸在餵鵝 大同國小 鐘兆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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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A3 A3-0155 臺中市 蘇傳益 藍鵲 大同國小 葉珮甄

佳作 A3 A3-0156 臺中市 陳柔安 美國麵包店 順天國小 顏麗娟

佳作 A3 A3-0158 臺中市 詹學宸 媽祖廟祈福 順天國小 顏麗娟

佳作 A3 A3-0162 苗栗縣 劉佳欣 動物診所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A3 A3-0167 苗栗縣 彭采唯 我的偶像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A3 A3-0168 屏東縣 井淯瑈 生命守護者 中正國小 梁云贍

佳作 A3 A3-0170 屏東縣 陳亭萓 廟會巡禮 東隆國小 林淑寬

佳作 A3 A3-0171 屏東縣 王品懿 我的阿公在打鐵 民和國小 王孟真

佳作 A3 A3-0173 屏東縣 郭欣妤 吃八噗 中正國小 梁云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A4 A4-0091 臺南市-南區 王鈿扉 戲台後 勝利國小 王惠蓉

特優 A4 A4-0061 新北市-北區 郭宥均 鄉下阿公的雜貨鋪 集美國小 林盈君

優等 A4 A4-0181 臺中市 呂易寰 鞋店風光 塗城國小 呂佳勳

優等 A4 A4-0112 彰化縣 張玉如 秋遊 東芳國小 鄭麗秋

優等 A5 A5-0096 高雄市 陳韻文 麻辣火鍋好麻辣 市立光華國小 李桂蓮(正式)

甲等 A4 A4-0080 新竹縣 吳孟臻 老鞋匠與學徒 縣立博愛國小 陳嘉珮

甲等 A4 A4-0155 臺北市-北區 郭庭伊 沉醉畫畫世界的我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賈若含

甲等 A4 A4-0157 新竹市 賴彥銘 夢想 建功國小

甲等 A5 A5-0094 高雄市 許廷瑋 蜥蜴好朋友 市立福山國小 吳佳玲(代理)

甲等 A5 A5-0089 高雄市 鄧全余 休憩 市立加昌國小 羅彩月(正式)

佳作 A4 A4-0001 桃園市-北區 黃鈺芯 挽臉 田心國小 蒙依寧

佳作 A4 A4-0011 桃園市-南區 許鈞柏 漁市場 北勢國小 游美蓮

佳作 A4 A4-0043 新北市-東區 鄭怡萱 夏天的滋味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 李姿樺

佳作 A4 A4-0051 新北市-西區 魏伯諺 阿祖的告別式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陳柏璋

佳作 A4 A4-0052 新北市-西區 黃宥瑄 萬烽齊發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4 A4-0054 新北市-西區 黃姸尹 樂音飄揚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李曉蘭

佳作 A4 A4-0057 新北市-南區 吳佳諠 追星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曾瀛葦

佳作 A4 A4-0067 新北市-中區 吳松鴻 老車站 莒光國小 周志勇

佳作 A4 A4-0079 新竹縣 曾宥潔 編竹籃 縣立鳳岡國小 戴龐學

佳作 A4 A4-0081 新竹縣 陳湘穎 泰雅之寶 縣立十興國小 呂婉筠

佳作 A4 A4-0084 新竹縣 陳品潔 虔誠 縣立光明國小 李慧芳

佳作 A4 A4-0088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林欣桐 曬麵時節 新營國小 陳宜君

佳作 A4 A4-0092 臺南市-南區 高喬 窺探 五王國小 王羿瓔

佳作 A4 A4-0094 臺南市-南區 林可惟 針線情-補鞋 崇明國小 方笠亭

佳作 A4 A4-0103 宜蘭縣 陳哲宇 垃圾車 北成國小

佳作 A4 A4-0108 宜蘭縣 李家榮 熱鬧的行進鼓遊行 過嶺國小 蕭傳宏

佳作 A4 A4-0109 彰化縣 柯昀姍 海底異想世界 頂番國小 賴冠如

佳作 A4 A4-0110 彰化縣 賴思源 地下工程 員林國小 陳淑惠

佳作 A4 A4-0111 彰化縣 葉欣芸 過年團圓 南郭國小 林慧俞

佳作 A5 A5-0087 高雄市 黃燁廷 搶孤 市立新上國小 黃湘婷(正式)

佳作 A5 A5-0090 高雄市 孫偉菁 大地之母 市立莊敬國小 黃竹君(代理)

佳作 A5 A5-0092 高雄市 蔡欣儀 挽面 市立阿蓮國小 無(無)

佳作 A5 A5-0097 高雄市 王士東 洗澡大作戰 市立瑞祥國小 李明芳(正式)

佳作 A5 A5-0098 高雄市 黃威霖 爸爸在修船 市立鳳翔國小 黃振郎(正式)

佳作 A5 A5-0099 高雄市 邱紹喆 打籃球 市立鳳翔國小 王彩緞(正式)

佳作 A4 A4-0134 臺北市-東區 張齊祐 老師傅的傳承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廖峻毅

佳作 A4 A4-0135 臺北市-東區 李昀謙 彩繪廟宇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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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A4 A4-0141 臺北市-西區 張芮綺 門後編織的長者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黃雅君

佳作 A4 A4-0142 臺北市-西區 駱芷筠 拍攝幕後 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4 A4-0144 臺北市-西區 林沛穎 與神同視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周盈妙

佳作 A4 A4-0147 臺北市-南區 姜芊伃 古蹟巡禮 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戴依岑

佳作 A4 A4-0148 臺北市-南區 高藝庭 野外B.B.Q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宋碧娟

佳作 A4 A4-0151 臺北市-北區 周邦祁 我的紐約探索記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賈若含

佳作 A4 A4-0158 新竹市 李蕙希 美麗海水族館 東園國小

佳作 A4 A4-0162 新竹市 洪韶蔚 塭馨三代情 新竹國小 郭雨涵

佳作 A4 A4-0164 雲林縣 卓鈺洳 製作燈籠 北辰國民小學 黃正南

佳作 A4 A4-0172 嘉義縣 陳育嘉 神明也落難 南新國小 無

佳作 A4 A4-0174 嘉義縣 戴妙宸 公園一景 太保國小 徐錦鴻

佳作 A4 A4-0175 嘉義市 沈柏辰 繽紛燈籠趣 嘉義大學附小 朱鵷瑾

佳作 A4 A4-0179 嘉義市 余姮孜 剪黏之樂 崇文國小 呂詠茜

佳作 A4 A4-0188 臺中市 林芷寧 神祇望天 國光國小 李憲雄

佳作 A4 A4-0190 臺中市 陳彥儒 辛勞的清潔人員 西區中正國小 蘇玉鈴

佳作 A4 A4-0195 臺中市 詹李羽妍 鐘錶店 頭家國小 詹曉芳

佳作 A4 A4-0200 苗栗縣 曾閔宇 廟會 苗栗縣立新南國小 許素貞

佳作 A4 A4-0205 屏東縣 江承愛 修理門面 中正國小 王思明

佳作 A4 A4-0207 屏東縣 徐書瑋 熱鬧的蔬果批發行口屏大附小 張鶯珍

佳作 A4 A4-0210 屏東縣 陳冠廷 稜轎腳 大同國小 黃智強

佳作 A4 A4-0215 南投縣 簡宇澤 我最愛的家人 縣立平和國小 梁尚瑾

佳作 A4 A4-0216 南投縣 胡軒培 公主出嫁 縣立雙冬國小 郭欣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8

總計 55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A5 A5-0173 屏東縣 邱水怡 工地二三事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特優 A5 A5-0085 彰化縣 陳行美 傳承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優等 A5 A5-0079 宜蘭縣 陳亮睿 木匠師傅 成功國小

甲等 A5 A5-0142 嘉義市 李姝蓉 阿公家的回憶 大同國小 高玉娟

佳作 A5 A5-0002 桃園市-北區 徐巧珊 採香蕉 桃園國小 鄭友茵

佳作 A5 A5-0005 桃園市-北區 黃靖甯 貓村 桃園國小 黃連青

佳作 A5 A5-0006 桃園市-北區 郭玟汝 搭電車 桃園國小 黃連青

佳作 A5 A5-0010 桃園市-南區 劉宜甄 假日遊記 中壢國小 陳孟暄

佳作 A5 A5-0012 桃園市-南區 羅可玄 豐收樂陶陶 中壢國小 范姜紫靖

佳作 A5 A5-0039 新北市-南區 胡著霆 浴室裡的秘密派對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蔡秉峪

佳作 A5 A5-0046 新北市-中區 徐莉晰 漁市 大觀國小 無

佳作 A5 A5-0050 新北市-中區 陳睿均 椪糖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A5 A5-0059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陳思穎 衝水路迎王爺 立人國小 徐敬婕

佳作 A5 A5-0062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陳宓彤 戲說人生 立人國小 徐敬婕

佳作 A5 A5-0080 宜蘭縣 魏孟喆 鍛鐵 成功國小

佳作 A5 A5-0081 彰化縣 李芷婕 理髮廳 僑信國小 朱浚柏

佳作 A5 A5-0083 彰化縣 張淇鈞 熱鬧滾滾 僑信國小 朱浚柏

佳作 A4 A4-0115 高雄市 許家榛 流金隧月 市立屏山國小 無(無)

佳作 A4 A4-0119 高雄市 黃楷甯 蘭嶼拼板舟 市立七賢國小 楊如君(正式)

佳作 A4 A4-0120 高雄市 池欣穎 池家製麵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A4 A4-0121 高雄市 李岷澤 海龍王生氣了 市立七賢國小 楊如君(正式)

佳作 A4 A4-0124 高雄市 黃柏霖 忙碌的養蜂場 市立屏山國小 無(無)

佳作 A5 A5-0106 臺北市-東區 陳寬然 幻想空間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林政榮老師

佳作 A5 A5-0108 臺北市-東區 陳慶曄 七爺八爺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林政榮老師

佳作 A5 A5-0112 臺北市-西區 賴玫妤 慶元宵提燈籠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5 A5-0113 臺北市-西區 楊千葶 賀端午划龍舟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無

佳作 A5 A5-0123 新竹市 許品靚 台南古蹟一日遊 清華附小

佳作 A5 A5-0124 新竹市 李若寧 獨看風景 清華附小

佳作 A5 A5-0129 雲林縣 陳宜芳 迎神 雲林國民小學 李品融

佳作 A5 A5-0138 嘉義縣 林盈秀 擎天飛車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A5 A5-0140 嘉義縣 林雅淇 魚市場 興中國小 王蕾瑩

佳作 A5 A5-0147 臺中市 李昀甄 補漁網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A5 A5-0148 臺中市 廖羅灣 海產店 大元國小 陳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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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A5 A5-0149 臺中市 陳祺毓 養蜂人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A5 A5-0152 臺中市 王俊彬 大停電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A5 A5-0154 臺中市 張沐恩 妝扮美麗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A5 A5-0158 臺中市 陳亮佐 夾娃娃機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A5 A5-0167 苗栗縣 温秝嫺 鹽酥雞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温奇才

佳作 A5 A5-0168 苗栗縣 李沛語 熱鬧的太子宮 苗栗縣立頭份國小 湯俟婕

佳作 A5 A5-0171 屏東縣 謝博鈞 夜市人生 中正國小 無

佳作 A5 A5-0174 屏東縣 陳品潔 看廟會囉！ 中正國小 林用正

佳作 A5 A5-0175 屏東縣 何宜珊 繪“生”繪影 中正國小 無

佳作 A5 A5-0176 屏東縣 蘇耘賢 臉譜風采 東隆國小 孔美惠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0

總計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