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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C1 C1-0056新北市-南區 白妮可 地震來時莫驚慌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李翎兆

特優 C1 C1-0126高雄市 夏聖閎 藍腹鷴生態之旅 市立前鎮區民權國小 楊文錠(正式)

優等 C1 C1-0108宜蘭縣 林子祐 超塑 羅東國小 林嘉鈺

優等 C1 C1-0048新北市-東區 林羽弦 摺摺稱奇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林思佑

甲等 C1 C1-0205屏東縣 徐誠軒 太陽與空氣動力展 屏大附小 張毓哲

甲等 C1 C1-0149臺北市-南區 林芷澂 反言語霸凌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曾惠琪

甲等 C1 C1-0195臺中市 蔡宇涵 貝殼特展 華盛頓小學 許博婷

佳作 C1 C1-0004桃園市-北區 何紹齊 重返侏羅紀-恐龍特展 仁和國小 吳浩銘

佳作 C1 C1-0009桃園市-南區 陳歆妮 劍獅祈福月曆 普仁國小 羅巧涵

佳作 C1 C1-0012桃園市-南區 謝函芸 珍惜能源，創造美好環境 南勢國小 宋玉滿

佳作 C1 C1-0013金門縣 李亭萱 郵票設計 古寧國小 李開地

佳作 C1 C1-0020澎湖縣 薛汯澧 拒絕海洋垃圾 內垵國小 郭宇恬

佳作 C1 C1-0041連江縣 鄭昊焜 拼貼恐龍 介壽國中小

佳作 C1 C1-0043新北市-東區 鄭喬恩 原織原味 新北市立金山國小 陳雅敏

佳作 C1 C1-0045新北市-東區 陳俐安 國民體育日，一起動ㄘ動！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林思佑

佳作 C1 C1-0049新北市-西區 楊岢澄 叢「心」開始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曾心妘

佳作 C1 C1-0053新北市-西區 丁品涵 與神同刑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陳凱葦

佳作 C1 C1-0055新北市-南區 蕭廷安 來看沙雕展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吳詠綺

佳作 C1 C1-0058新北市-南區 何哲維 恐龍展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呂慧敏

佳作 C1 C1-0070新北市-中區 黃筱瑜 十面霾伏  新北巿裕德高中(國小部) 邱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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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1 C1-0071新北市-中區 吳季翰  交通工具進化史   新北巿裕德高中(國小部) 邱慶豐

佳作 C1 C1-0080新竹縣 劉璟薰 剪紙藝術 縣立大肚國小 詹文心

佳作 C1 C1-0081新竹縣 陳均愷 絕代美食 縣立東興國小 葉芬言

佳作 C1 C1-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康棋鈞 螢光閃耀-火金菇之旅 南科實小 吳孟憶

佳作 C1 C1-008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陳子萱 白鷺鷥祭 樹人國小 洪千婷

佳作 C1 C1-008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陳軒湛 武松戲虎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C1 C1-0089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林香君 小君的學校日常 新泰國小 李佩珍

佳作 C1 C1-0091臺南市-南區 蘇建彰 未來世界就在眼前 新化國小

佳作 C1 C1-0093臺南市-南區 許定立 臺灣保育類動物 龍潭國小 李佳茵

佳作 C1 C1-0097基隆市 林其叡 秋夜入窗台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小 簡怡嵐

佳作 C1 C1-0100基隆市 楊子萱 滿滿彩色人 基隆市輔大聖心國小 葉立德

佳作 C1 C1-0104宜蘭縣 林羽亭 領養代替購買 光復國小 莊育詩

佳作 C1 C1-0110彰化縣 莊心瑜 浪浪的枷 南郭國小 陳沂璟

佳作 C1 C1-0124高雄市 簡廷恩 相招來看鬧熱 市立潮寮國小 王春菊(正式)

佳作 C1 C1-0127高雄市 謝定家 保育鳥類郵票設計 市立苓洲國小 江佳穗(正式)

佳作 C1 C1-0129高雄市 蔡岳霖 咱ㄟ台灣味 市立八卦國小 黃新怡(代理)

佳作 C1 C1-0130高雄市 黃丞慶 蟲蟲世界 市立中庄國小 王育賢(正式)

佳作 C1 C1-0138臺北市-東區 曾怡榛 臺北好好玩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鄭安修

佳作 C1 C1-0142臺北市-西區 呂介佑 立體章魚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李瑞欣

佳作 C1 C1-0143臺北市-西區 張睿芸 黑琵家園和黑暗家園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李孟霓

佳作 C1 C1-0154臺北市-北區 粘仕楷 全「原」出動 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張寶馨

佳作 C1 C1-0159新竹市 舒承浩 濕地樂園 龍山國小



佳作 C1 C1-0173嘉義縣 韓丞宥 淨化海洋，人人有責 景山國小 蔡丁義

佳作 C1 C1-0178嘉義市 楊智堯 機器人特展 興安國小 黃映翠

佳作 C1 C1-0179嘉義市 吳俞岑 黑琵不HAPPY 崇文國小 李麗華

佳作 C1 C1-0180嘉義市 曾靜婷 會噴火的化石 世賢國小 張怡婷

佳作 C1 C1-0189臺中市 趙浩翔 歌仔戲 永春國小 鄭麗貞

佳作 C1 C1-0190臺中市 沈倬蒍 夜訪森林 西屯區永安國小 陳靜瑩

佳作 C1 C1-0191臺中市 陳柏均 甲蟲世界 西屯區永安國小 邱雅雯

佳作 C1 C1-0192臺中市 黃瑩襄 世界花卉博覽會 永春國小 劉虹秀

佳作 C1 C1-0193臺中市 張媁媗 全家福 潭陽國小 林靜宜

佳作 C1 C1-0197臺中市 陳芊涵 領養不棄養 南陽國小 黃正君

佳作 C1 C1-0206屏東縣 林鈺書 海洋是我唯一的家 仁愛國小 蕭郁璇

佳作 C1 C1-0211南投縣 陳羿岑 花豹的家 縣立南投國小 莊雅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2 C2-0126雲林縣 張紜嘉 愛我就不要拋棄我 雲林國民小學 陳杏綺

特優 C2 C2-0161屏東縣 賴芊佑 咱來去屏東 旅遊形象設計 中正國小 無

優等 C2 C2-0088高雄市 吳育寰 趣賞螢 市立林園國小 曾馨萱(正式)

優等 C2 C2-0156苗栗縣 鄭宇佑 廟會 苗栗縣立通霄國小 郭玲均

甲等 C2 C2-0144臺中市 侯涵溱 花現台中 大同國小 鐘兆慧

甲等 C2 C2-005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陳宥蓁 老厝味-漫步新化老街 新進國小 黃郁君

甲等 C2 C2-0086高雄市 吳竑毅 掌中乾坤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C2 C2-0002桃園市-北區 劉睿丞 雨林生態特展 瑞豐國小 陳宛瑜

佳作 C2 C2-0003桃園市-北區 呂紹頡 在外星世界玩 桃園國小 陳懿萍

佳作 C2 C2-0006桃園市-北區 陳巧恩 空汙籠罩健康不保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C2 C2-0013澎湖縣 籃心玥 隱形的手封面設計 中正國小 陳淑真

佳作 C2 C2-0031新北市-南區 侯明志 絲絲入扣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C2 C2-0034新北市-南區 林侑恩 熱帶鳥樂園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C2 C2-0043新北市-中區 蕭丞希 探索蜥蜴展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2 C2-0048新北市-中區 陳亭瑄 不可思議的馬雅文化面具展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2 C2-0062臺南市-北區(不分區)蔡沂岑 原民服裝秀 永康國小 洪孟儀

佳作 C2 C2-0073宜蘭縣 鄧宜晨 森林防火人人有責 成功國小

佳作 C2 C2-0074宜蘭縣 廖翌涵 還我自由 成功國小

佳作 C2 C2-0081高雄市 黃苡晴 金金樂稻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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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2 C2-0081高雄市 黃苡晴 金金樂稻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佳作 C2 C2-0082高雄市 劉冠廷 媽祖環保文化季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C2 C2-0083高雄市 陳采瑩 有機大地真美麗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C2 C2-0085高雄市 曾韋綸 海報設計--叢林特展 市立屏山國小 蔡佩玲(正式)

佳作 C2 C2-0089高雄市 黃之墉 最後一滴水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佳作 C2 C2-0092高雄市 高翊萱 原民之美 市立林園國小 陳毅斌(正式)

佳作 C2 C2-0093高雄市 郭秉翰 斜張橋下的豐收 市立七賢國小 鐘碧瑩(正式)

佳作 C2 C2-0097高雄市 鄭旭廷 美濃花海節 市立七賢國小 鐘碧瑩(正式)

佳作 C2 C2-0098高雄市 鍾念蓁 氣球嘉年華 市立林園國小 林秀敏(正式)

佳作 C2 C2-0101臺北市-東區 吳采諠 動物海報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黃致萍老師

佳作 C2 C2-0107臺北市-西區 黃秋慧 到底是誰的錯？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C2 C2-0123雲林縣 李姿儀 叢林悲歌 公誠國民小學 張圯秀

佳作 C2 C2-0124雲林縣 卓葶瑄 海洋汙染 雲林國民小學 游英如

佳作 C2 C2-0132嘉義市 李韋任 變色龍特展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C2 C2-0134嘉義市 李厚慷 金甲霸王特展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C2 C2-0143臺中市 林奕辰 台灣好水果 大同國小 鐘兆慧

佳作 C2 C2-0146臺中市 洪瓏禎 走進藍色世界 大同國小 鐘兆慧

佳作 C2 C2-0147臺中市 蔡沅廷 夜的使者 大同國小 鐘兆慧

佳作 C2 C2-0154臺中市 黃珮妘 濃情不散 順天國小 顏麗娟

佳作 C2 C2-0158苗栗縣 鄒定芝 下課玩樂趣 苗栗縣立頭份國小 卜芊芸

佳作 C2 C2-0162屏東縣 蘇品瑜 懷舊童玩展 中正國小 阮宣菱

佳作 C2 C2-0163屏東縣 陳亭萓 蘭嶼飛魚季 東隆國小 李寶春

佳作 C2 C2-0164屏東縣 夏愛甯 結繩趣事 民和國小 王孟真佳作 C2 C2-0164屏東縣 夏愛甯 結繩趣事 民和國小 王孟真



佳作 C2 C2-0169南投縣 張孟蓁 向日葵之歌 縣立竹山國小 林麗馨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5

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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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C3 C3-0106宜蘭縣 藍子翎 龍來客家 育才國小

特優 C3 C3-0019澎湖縣 呂昱潁 澎湖麵線 赤崁國小 鄭宇翔

優等 C3 C3-0054新北市-西區 黃子綺 減塑救海洋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鄭淑君

優等 C3 C3-0124高雄市 詹詠喬 達悟族飛魚祭 市立四維國小 楊雅文(代理)

甲等 C3 C3-0164雲林縣 謝季庭 何處是家園？ 安慶國民小學 徐毓均

甲等 C3 C3-0103宜蘭縣 黃奕勛 現代拾煙記 中道中學(小學部) 沈曉紋

甲等 C3 C3-0044新北市-東區 黃鈺庭 Apps!Opps!Worse!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方士尹

佳作 C3 C3-0004桃園市-北區 陳宥安 蟲聲．重生 大忠國小 廖志龍

佳作 C3 C3-0009桃園市-南區 羅品舒 原創藝術設計展 北勢國小 李宛頻

佳作 C3 C3-0016金門縣 邱柏鈞 金門迎城隍 金湖國小 楊玉蘭

佳作 C3 C3-0043新北市-東區 康歆妮 以管窺天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陳建仲

佳作 C3 C3-0047新北市-東區 后芊芊 2018台灣國際反戰系列影展海報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方士尹

佳作 C3 C3-0049新北市-西區 陳怡真 原織原味「逗」陣來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陳靜雯

佳作 C3 C3-0051新北市-西區 張芯瑜 名畫瘋自拍 中信國小 王婕嫣老師

佳作 C3 C3-0052新北市-西區 戴妤宸 舞動世紀 新莊國民小學 無

佳作 C3 C3-0065新北市-北區 黃莘榕 霾擱來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張伊君

佳作 C3 C3-0067新北市-中區 林柏叡 花現美好 莒光國小 陳曉峰

佳作 C3 C3-0070新北市-中區 官鈺臻 霧霾-PM2.5 外出戴口罩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無

佳作 C3 C3-0079新竹縣 吳佳嬡 狗狗郵票設計 縣立大肚國小 詹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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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3 C3-0079新竹縣 吳佳嬡 狗狗郵票設計 縣立大肚國小 詹文心

佳作 C3 C3-0080新竹縣 張家誠 未來動物園 私立康乃薾國(中)小

佳作 C3 C3-0082新竹縣 陳安琪 蟲林冒險 縣立中山國小 何性緯

佳作 C3 C3-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呂慧妍 貓頭鷹時鐘設計 南科實小 陳幸溫

佳作 C3 C3-008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黃翊恩 歡慶元宵 樹人國小 洪千婷

佳作 C3 C3-0092臺南市-南區 陳沛祺 我想要一個家 正新國小 陳俊臣

佳作 C3 C3-0094臺南市-南區 黃姵錡 無聲的藍眼淚 永康國小 黃彥碩

佳作 C3 C3-0095臺南市-南區 吳倢瑩 賞鳥季 東光國小 許玉鈴

佳作 C3 C3-0096臺南市-南區 張哲睿 假面下的空洞 寶仁國小 林芳如

佳作 C3 C3-0104宜蘭縣 賴苡妮 別讓菸鬼纏著你 公正國小 游信達

佳作 C3 C3-0109彰化縣 吳欣源 鳥無生趣 南郭國小 謝佳珍

佳作 C3 C3-0115高雄市 詹喻婷 豬事大吉 市立九如國小 無(無)

佳作 C3 C3-0116高雄市 楊雅筑 談「禽」說愛 市立新民國小 李美慧(正式)

佳作 C3 C3-0118高雄市 陳珏安 藝陣 市立新民國小 李美慧(正式)

佳作 C3 C3-0119高雄市 林采宣 動物悲歌 市立三民區民族國小 蔡品純(正式)

佳作 C3 C3-0120高雄市 羅定翔 紅藜季 市立博愛國小 謝宛娜(代理)

佳作 C3 C3-0123高雄市 吳沅澄 夢想起飛-熱氣球嘉年華 市立三民區民族國小 蔡品純(正式)

佳作 C3 C3-0126高雄市 陳柔安 花鼓陣文化祭 市立四維國小 鄭淑萍(正式)

佳作 C3 C3-0129高雄市 林昕霓 戲曲人生 市立四維國小 蔡品曦(正式)

佳作 C3 C3-0134臺北市-東區 周芸綺 地球榮枯之路掌握你我手中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無

佳作 C3 C3-0135臺北市-東區 楊佳欣 島之消長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陳彥智

佳作 C3 C3-0141臺北市-西區 余家樂 「眼鏡豬」貼圖設計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楊惠蘭

佳作 C3 C3-0145臺北市-南區 黃玄 煙奄一息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Anthony Scott Galloway佳作 C3 C3-0145臺北市-南區 黃玄 煙奄一息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Anthony Scott Galloway



佳作 C3 C3-0150臺北市-南區 張博鈞 手機魅力難以抵擋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宋碧娟

佳作 C3 C3-0156臺北市-北區 許蕎安 黑夜派對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王秀文

佳作 C3 C3-0163雲林縣 蕭輔嫻 消失的傳統戲曲 安慶國民小學 廖秋滿

佳作 C3 C3-0165雲林縣 吳家毅 樂齡學習‧長照2.0最安心 麥寮國民小學 金永強

佳作 C3 C3-0168雲林縣 吳尚澤 太子爺遊北港 元長國民小學 廖加靖

佳作 C3 C3-0169嘉義縣 陳姿岑 青蛙生態館 過溝國小 謝碧花

佳作 C3 C3-0171嘉義縣 蕭光佑 鉛鋁奇緣環保展 過溝國小 謝碧花

佳作 C3 C3-0192臺中市 黃歆雅 	 原住民文物展 清水國小 無

佳作 C3 C3-0193臺中市 鄭珮筠 我佛「傷」悲 葫蘆墩國小 方子華

佳作 C3 C3-0199苗栗縣 孫育涵 原來最美 苗栗縣立竹南國小 李秋慧

佳作 C3 C3-0204苗栗縣 謝昀恩 祈禱 苗栗縣立文華國小 解文龍

佳作 C3 C3-0206屏東縣 劉宇芹 鳥語花香 忠孝國小 林昱男

佳作 C3 C3-0210屏東縣 柯逸筠 世界上沒有動物跟人需要流浪 中正國小 陳金萍

佳作 C3 C3-0214南投縣 何品瑢 豐收之喜 私立弘明實驗國小 鄭素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8

總計 55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4 C4-0085高雄市 吳育妍 紙想遇見你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特優 C4 C4-0132嘉義市 江宜蓁 春風起 紫蝶飛 大同國小

優等 C4 C4-0148臺中市 蕭睿鋐 翅殺 大同國小 鐘兆慧

優等 C4 C4-0004桃園市-北區 黃良峻 老屋保不住，歷史留不住 桃園國小 黃連青

甲等 C4 C4-0089高雄市 吳育儒 節慶台灣 市立林園國小 吳雅茹(正式)

甲等 C4 C4-0133嘉義市 王逸華 守護家園 讓龜回歸 大同國小 蔡秉勳

甲等 C4 C4-0087高雄市 廖倢宜 十面「霾」伏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C4 C4-0001桃園市-北區 黃芷榆 這下鷺死誰手 桃園國小 鄭友茵

佳作 C4 C4-0003桃園市-北區 徐巧珊 夜尋古蹟之美 桃園國小 鄭友茵

佳作 C4 C4-0005桃園市-北區 王御凡 消逝的紋面故事 桃園國小 黃伯思

佳作 C4 C4-0019花蓮縣 陳妤恩 減瘦=減壽 中原國小 吳偉玲

佳作 C4 C4-0025臺東縣 王若羽 熱氣球嘉年華 臺東大學附小 粘僑頡

佳作 C4 C4-0031新北市-西區 劉品嫻 琴韻聲揚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吳慧鈺

佳作 C4 C4-0036新北市-南區 黃怡甄 小心瘋狗浪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蔡秉峪

佳作 C4 C4-0040新北市-南區 胡宸菡 閱讀，夢想力量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張綉莉

佳作 C4 C4-0042新北市-北區 謝沛恩 別再霸凌我 修德國小 無

佳作 C4 C4-0049新北市-中區 胡詠甯 無所不夾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4 C4-0051新北市-中區 莊佳容 石碇麵線節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4 C4-0052新北市-中區 包沐晞 原遠流傳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得獎名冊

佳作 C4 C4-0052新北市-中區 包沐晞 原遠流傳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4 C4-0053新北市-中區 李佳蓁 法老秘寶桌遊大冒險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C4 C4-0055新竹縣 陳莞蓁 捲紙之美 縣立新社國小 黃乙軒

佳作 C4 C4-0061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魏灝 No catching up 永康國小 黃千娥

佳作 C4 C4-006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姚芠歆 台南好七淘 永康國小 黃千娥

佳作 C4 C4-0069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芊瑢 帶袋相傳 永康國小 黃千娥

佳作 C4 C4-0072宜蘭縣 朱品臻 鯖魚文化季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C4 C4-0073宜蘭縣 黃淳毓 機器人舉重比賽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C4 C4-0075宜蘭縣 廖翌辰 地球只有一個 成功國小

佳作 C4 C4-0079彰化縣 楊澤嫻 腳踏食地 僑信國小 呂淑靖

佳作 C4 C4-0084高雄市 池欣穎 旗津一遊未盡 市立林園國小 賴麗芳(正式)

佳作 C4 C4-0086高雄市 石岱玉 平安鹽祭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C4 C4-0088高雄市 鄭乃郡 別再玩手機 市立屏山國小 無(無)

佳作 C4 C4-0094高雄市 黃柏豪 撿塑、減塑 市立林園國小 李宜芳(正式)

佳作 C4 C4-0097高雄市 黃千珈 打狗映像館 市立七賢國小 無(無)

佳作 C4 C4-0099高雄市 黃于嫙 何處是龜途 市立林園國小 陳雪吟(正式)

佳作 C4 C4-0100高雄市 郭芃青 原舞曲 市立鳳西國小 許美蘭(正式)

佳作 C4 C4-0124雲林縣 李承翰 有塑龜不了家 雲林國民小學 林祐駿

佳作 C4 C4-0134嘉義市 葉恩維 物種的碳息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C4 C4-0137嘉義市 范欣琳 拯救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C4 C4-0144臺中市 陳亮辰 釣垃圾大賽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C4 C4-0150臺中市 陳香聿 豬籠城寨 順天國小 鄭賓鴻

佳作 C4 C4-0152臺中市 莊心妘 單車鐵馬趣 順天國小 鄭賓鴻佳作 C4 C4-0152臺中市 莊心妘 單車鐵馬趣 順天國小 鄭賓鴻



佳作 C4 C4-0154臺中市 楊芷薰 買房之碌 順天國小 鄭賓鴻

佳作 C4 C4-0157苗栗縣 黃姿喬 跳舞吧鳥兒 苗栗縣立通霄國小 黃君立

佳作 C4 C4-0164屏東縣 林恩如 超級變變變 中正國小 林用正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7

總計 44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5 C5-0097基隆市 陳俐穎 保‧島 建德國中 葉芳伶

特優 C5 C5-0151臺北市-北區 郭庭均 STOP BULLYING!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吳佳芬

優等 C5 C5-0011桃園市-南區 吳雯欣 看見花舞 石門國中 陳鳳英

優等 C5 C5-0055新北市-南區 葉晏妤 2018國際臺灣美食展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邱姵璇

甲等 C5 C5-0185臺中市 蔡卲聤 束縛 光榮國中 彭綉雯

甲等 C5 C5-0007桃園市-南區 曾之云 藝起來ㄑ桃 復旦高中 梁忠弘

甲等 C5 C5-0201苗栗縣 陳宜莠 福爾「謀殺」 苗栗縣立致民國中 邱聖仁

佳作 C5 C5-0003桃園市-北區 鄭雅安 生態保護展 文昌國中 張素霞

佳作 C5 C5-0004桃園市-北區 鄭皓之 珍惜食物 建國國中 無

佳作 C5 C5-0005桃園市-北區 陳彥瑋 你趕盡殺絕,牠瀕臨滅絕 大成國中 賴安莉

佳作 C5 C5-0006桃園市-北區 劉定宸 吸毒一時，害己一世 經國國中 曾美設

佳作 C5 C5-0008桃園市-南區 周以婕 「瀕」炫風－瀕臨滅絕的生態風暴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C5 C5-0009桃園市-南區 劉采和 WHO IS NEXT？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C5 C5-0012桃園市-南區 游婕 歡螢光臨，親螢一夏 石門國中 吳鳳酉

佳作 C5 C5-0033臺東縣 廖秭珮 古今霓裳對話展 東海國中 黃意珊

佳作 C5 C5-0044新北市-東區 林志凱 蝕破天驚 新北市立萬里國中 無

佳作 C5 C5-0050新北市-西區 林靜瑩 臺灣特有種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王嘉玲

佳作 C5 C5-0051新北市-西區 楊采羿 好綠蛙蛙來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佳作 C5 C5-0052新北市-西區 許依淳 智慧機器人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中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中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中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中普通班得獎名冊

佳作 C5 C5-0052新北市-西區 許依淳 智慧機器人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佳作 C5 C5-0054新北市-西區 林丰青 無塑救美麗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佳作 C5 C5-0056新北市-南區 陳采妤 我們是如此相似 卻又如此不同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趙漱涵

佳作 C5 C5-0090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林嘉洋 我們還有諾亞方舟嗎？ 佳興國中 馬毓君

佳作 C5 C5-0091臺南市-南區 洪妤函 消逝的森林 光華高中 王瑞禪

佳作 C5 C5-0093臺南市-南區 李永森 面面具到 復興國中 劉輝貽

佳作 C5 C5-0096臺南市-南區 丁逸 封神 復興國中 劉輝貽

佳作 C5 C5-0103宜蘭縣 邱卉妤 阿爸的手套 壯圍國中 張繼琳

佳作 C5 C5-0105宜蘭縣 陳宜柔 大地的反撲 國華國中

佳作 C5 C5-0106宜蘭縣 賴羿岑 漁網漁往 國華國中 陳皇維

佳作 C5 C5-0108宜蘭縣 王伯睿 思鄉懷舊特展 慧燈中學(國中部) 許耿瑋

佳作 C5 C5-0110彰化縣 蔡佳臻 還我好「食』光 信義國中小 劉啟志

佳作 C5 C5-0118高雄市 楊哲侑 生態永續保護 市立正興國中 無(無)

佳作 C5 C5-0119高雄市 陳鈞翔 國中生活 市立左營國中 陳秀蓉(正式)

佳作 C5 C5-0122高雄市 吳珮辰 拼不回來了! 市立文府國中 劉怡君(正式)

佳作 C5 C5-0125高雄市 楊千霈 迴 市立五福國中 無(無)

佳作 C5 C5-0127高雄市 賴可馨 網路夢遊趣，奇幻詐騙多 市立鳳西國中 曾秀惠(正式)

佳作 C5 C5-0139臺北市-西區 洪珮芸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黃明慧

佳作 C5 C5-0140臺北市-西區 鄭姵妤 爆炸了！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唐淑馨

佳作 C5 C5-0141臺北市-西區 余翊綺 從林開始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陳敬惠

佳作 C5 C5-0146臺北市-南區 蘇庭誼 物慾林流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C5 C5-0149臺北市-南區 呂宗運 沒關係 我還記得你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陳怡君

佳作 C5 C5-0152臺北市-北區 黃敏嫻 熊熊危機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吳佳芬佳作 C5 C5-0152臺北市-北區 黃敏嫻 熊熊危機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吳佳芬



佳作 C5 C5-0154臺北市-北區 尹泰恩 它抓得住我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黃翔琳

佳作 C5 C5-0155臺北市-北區 李孟潔 臣服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廖伯健

佳作 C5 C5-0163雲林縣 陳映筑 零食的益處&lt;自然食品的益處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C5 C5-0164雲林縣 陳芊妤 台灣傳統廟宇建築-裝飾藝術郵票設計 麥寮高中 蔡政東

佳作 C5 C5-0169嘉義縣 唐思岑 唉聲嘆氣 新港國中 賴玫娟

佳作 C5 C5-0170嘉義縣 郭芷昕 海洋汙染 竹崎高中 鍾綺文

佳作 C5 C5-0171嘉義縣 林嘉怡 文創手作展 朴子國中 陳香秀

佳作 C5 C5-0176嘉義市 羅翊瑄 有家龜不得 嘉義國中 王建文

佳作 C5 C5-0183臺中市 林宏彥 孤毒 立人高中(國中部) 石美玲

佳作 C5 C5-0184臺中市 胡喬羿 華麗的外表，醜陋的世界 新民高中(國中部) 無

佳作 C5 C5-0194臺中市 廖宣卉 妳是誰？ 崇德國中 張晴華

佳作 C5 C5-0200苗栗縣 黃思絃 禪繞龍柱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廖淑芳

佳作 C5 C5-0205屏東縣 蘇馨平 點亮台灣 中正國中 江姿橤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6 C6-0002桃園市-北區 葉姿君 手護－保育類動物 桃園國中 劉錦燕

特優 C6 C6-0080宜蘭縣 阮御棋 擦啜 宜蘭國中 黃雅容

優等 C6 C6-0156臺中市 林榆倫 人類正在消失中 中港高中(國中部) 無

優等 C6 C6-0089彰化縣 陳瑋浚 Doorkey Child 溪湖國中 花千惠

甲等 C6 C6-0096高雄市 林陞安 海洋塑界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甲等 C6 C6-0144嘉義市 莊淳雅 生態復育計畫 蘭潭國中 何信儀

甲等 C6 C6-0115臺北市-西區 黃煜琪 美麗與哀愁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江紫維

佳作 C6 C6-0004桃園市-北區 陳臻娣 從文明消失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李炎鴻

佳作 C6 C6-0006桃園市-北區 郭柏萱 與神同行－和大自然共存 桃園國中 劉錦燕

佳作 C6 C6-0009桃園市-南區 丁庭恩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東安國中 陳素景

佳作 C6 C6-0013澎湖縣 許庭瑀 碳鎖生機 馬公國中 趙世麟

佳作 C6 C6-0015澎湖縣 呂智堯 Moneyispower 馬公國中 莊浩志

佳作 C6 C6-0022花蓮縣 黃千瑀 抽取一片自然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C6 C6-0023花蓮縣 謝璿冰 Alive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C6 C6-0038新北市-西區 侯誼甄 菸菸不熄 生命終息 福和國中 韓佳陵

佳作 C6 C6-0039新北市-西區 許希聆 語言 是最殘酷的暴力 福和國中 韓佳陵

佳作 C6 C6-0040新北市-西區 王心妤 求救訊號 你看見了嗎？ 福和國中 韓佳陵

佳作 C6 C6-0043新北市-南區 李冠佑 誰讓我們沒有家?!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趙漱涵

佳作 C6 C6-0045新北市-南區 何懋欣 古今變臉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政翰

佳作 C6 C6-0052新北市-北區 陳柏瑞 WE ARE THE SAME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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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6 C6-0052新北市-北區 陳柏瑞 WE ARE THE SAME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無

佳作 C6 C6-0054新北市-中區 許芙瑋 新北市好樂園 大觀國中 無

佳作 C6 C6-0070臺南市-北區(不分區)曾學紘 文明的代價 麻豆國中 郭俊佑

佳作 C6 C6-0072臺南市-北區(不分區)張欣麒 侵蝕 民德國中 張啟宏

佳作 C6 C6-0082宜蘭縣 李沛岑 菸滅美麗 宜蘭國中 黃雅容

佳作 C6 C6-0084宜蘭縣 吳苡甄 聽我 看我 愛我 宜蘭國中 陳惠菊

佳作 C6 C6-0086彰化縣 吳欣璇 傳統建築裝飾展 彰安國中 柯宜雯

佳作 C6 C6-0087彰化縣 陳子馨 花樣年華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呂子欣

佳作 C6 C6-0092高雄市 莊正宇 魚眾不同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代理)

佳作 C6 C6-0093高雄市 張銘禎 貨真價實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C6 C6-0094高雄市 傅禹宸 台灣之美 市立光華國中 王博靖(代理)

佳作 C6 C6-0097高雄市 鄭聿昕 海癱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C6 C6-0099高雄市 曾鈺涵 以節育代替撲殺 市立光華國中 王博靖(代理)

佳作 C6 C6-0102高雄市 周晏丞 Herstory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李紀瑩(正式)

佳作 C6 C6-0113臺北市-西區 張馥年 遷移?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林昕曄

佳作 C6 C6-0114臺北市-西區 陳靖穎 漁獲豐收?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王家笛

佳作 C6 C6-0119臺北市-南區 曾資婷 ON/OFF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C6 C6-0121臺北市-北區 徐祐婷 原住民之美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素霞

佳作 C6 C6-0122臺北市-北區 徐晨嘉 Take a break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素霞

佳作 C6 C6-0123臺北市-北區 潘薇晴 連連看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素霞

佳作 C6 C6-0141嘉義縣 何文晴 共存 新港國中 林芝霠

佳作 C6 C6-0146嘉義市 李昀庭 行行豬狀元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C6 C6-0147嘉義市 楊峻宇 鍬形的姿態 蘭潭國中 何信儀佳作 C6 C6-0147嘉義市 楊峻宇 鍬形的姿態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C6 C6-0148嘉義市 鄭伊凱 2019經典椅展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C6 C6-0160臺中市 楊宛儒 悲憐瓶棲身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C6 C6-0162臺中市 蔡伊茹 偏釐 大甲國中 周先琪

佳作 C6 C6-0171苗栗縣 古采晴 廟宇，與廟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陳俏均

佳作 C6 C6-0185南投縣 陳楷蕾 台灣果饌GO讚 縣立南投國中 朱佩慧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0

總計 47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7 C7-0042新北市-西區 高奕加 無限循環？ 新北市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無

特優 C7 C7-0153臺北市-西區 賴彥蓁 守護海洋資源海報設計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陳曉慶

優等 C7 C7-0185臺中市 廖奐晴 別成為手機的傀儡 忠明高中(高中部) 張淑姿

優等 C7 C7-0001桃園市-北區 賴可婕 找回消失的色彩，再現蝴蝶王國 武陵高中 彭定源

甲等 C7 C7-0191臺中市 陳思佳 鐘。終 磊川華德福(高中部) 卓碧惠

甲等 C7 C7-0029臺東縣 邱亭瑜 海報設計-「我要去山上，那邊」消失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廖冠祺

甲等 C7 C7-0183臺中市 吳佩真 飽鯨風霜 台中女中 鄭如娟

佳作 C7 C7-0002桃園市-北區 廖妍如 EARTH DIARY 桃園高中 黎怡妏

佳作 C7 C7-0004桃園市-北區 蘇嘉偉 吃塑 桃園高中 黎怡妏

佳作 C7 C7-0010桃園市-南區 吳宜臻 Where Is My Home？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C7 C7-0011桃園市-南區 林寬毓 酒後駕車，「醉」有應得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C7 C7-0012桃園市-南區 陳麒升 黑夜中的光亮？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C7 C7-0021花蓮縣 林宛萱 Is this what they want? 花蓮女中 無

佳作 C7 C7-0024花蓮縣 蔡穎真 重生‧Beauty and Sadness 花蓮女中 無

佳作 C7 C7-0026臺東縣 林郁庭 小說插畫-少女情懷 臺東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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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7 C7-0026臺東縣 林郁庭 小說插畫-少女情懷 臺東女中

佳作 C7 C7-0037新北市-東區 張尚仁 教師守則 Vol.1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無

佳作 C7 C7-0047新北市-西區 李思嫺 反毒小遊戲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無

佳作 C7 C7-0050新北市-南區 黎俊甫 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吳嘉珮

佳作 C7 C7-0056新北市-北區 畢瀞文 空污難民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陳勇男

佳作 C7 C7-0061新北市-中區 賴思廷 迷途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林麗雲

佳作 C7 C7-0072新竹縣 鄭光育 讓老有所依 私立忠信高中

佳作 C7 C7-0089臺南市-南區 江明倢 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財 家齊女中 李倩雯

佳作 C7 C7-0091臺南市-南區 歐思岑 銃擊 衝擊 家齊女中 李倩雯

佳作 C7 C7-0100宜蘭縣 陳冠宇 手機吊士 宜蘭高中 陳新郁

佳作 C7 C7-0111彰化縣 賴松朋 心瘴 私立文興高中 劉文涵

佳作 C7 C7-0116高雄市 賴怡利 No Secondhand Smoke Hurt 私立樹德家商 邱志豪(正式)

佳作 C7 C7-0121高雄市 高子涵 駕車貪杯 路上添悲 市立高雄高商 程啟榮(正式)

佳作 C7 C7-0122高雄市 胡乃云 干戈 市立前鎮高中 無(無)

佳作 C7 C7-0123高雄市 蕭荷豫 NO BUYING NO KILLING 市立高雄高商 程啟榮(正式)

佳作 C7 C7-0124高雄市 張紫翎 沈溺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蔡達源(正式)

佳作 C7 C7-0135臺北市-西區 高環莊 海洋生態保育海報設計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顏國榮

佳作 C7 C7-0136臺北市-西區 劉庭維 3C產品不當使用海報設計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陳曉慶

佳作 C7 C7-0137臺北市-西區 陳伊妗 似是而非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陳育祥

佳作 C7 C7-0138臺北市-西區 林以愛 插久豪爽，失之存亡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C7 C7-0139臺北市-西區 王羿方 善用3C系列海報設計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陳曉慶

佳作 C7 C7-0140臺北市-南區 陳亞辰 食樂．食垃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謝東榮

佳作 C7 C7-0143臺北市-南區 王詩淇 須臾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謝于婷佳作 C7 C7-0143臺北市-南區 王詩淇 須臾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謝于婷



佳作 C7 C7-0144臺北市-南區 林墨 消失的國界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許富鳳

佳作 C7 C7-0146臺北市-北區 吳潔菂 適可而紙。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如意

佳作 C7 C7-0147臺北市-北區 林靜妤 Be Yourself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劉芷含

佳作 C7 C7-0150臺北市-北區 周詳 吸弒珍保，以管歸天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羅夢婷

佳作 C7 C7-0156新竹市 李亮瑩 人飽了，魚沒了 磐石高中 葉國傑

佳作 C7 C7-0159新竹市 劉映暄 Too Close 新竹高工 李正平

佳作 C7 C7-0168嘉義縣 蕭雯穗 魚躍臺灣 竹崎高中 沈正一

佳作 C7 C7-0174嘉義市 周均諺 三C保母 興華高中 洪嘉璐

佳作 C7 C7-0184臺中市 陳菡雅 減「塑」慢行 台中女中 鄭如娟

佳作 C7 C7-0188臺中市 陳怡靜 暮景殘光 文華高中 林詩婷

佳作 C7 C7-0193臺中市 林筠凌 孤雛淚 后綜高中(高中部) 黃婷婷

佳作 C7 C7-0195苗栗縣 莊淯晴 紋化傳承 國立苗栗高中 陳欣慧

佳作 C7 C7-0197苗栗縣 謝祥紫 築蹟 國立苗栗高中 劉佳琪

佳作 C7 C7-0199苗栗縣 鍾溱 與森林共存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詹小慧

佳作 C7 C7-0201屏東縣 陳玟陵 蛋蛋危機 美和高中 余昭毅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總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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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C8 C8-0128臺北市-南區 趙紹雰 Don't  let  it  disappear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廖雅慧

特優 C8 C8-0125臺北市-南區高野千晴環境污染系列─（憂哉‧油災）、（ 頸上‧添花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粘壽星

優等 C8 C8-0117臺北市-東區 孫子晴 濫鯊無辜，食有餘辜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林怡均

優等 C8 C8-0177苗栗縣 王芝嫻 汙之源.染之色 國立苗栗高中 陳欣慧

甲等 C8 C8-0124臺北市-西區 林桂鳳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黃志成

甲等 C8 C8-0039新北市-西區 高振翔 酒鬼 智光商工 楊亞蓁

甲等 C8 C8-0154嘉義市 蘇紀延 歿生 輔仁高中 黃奕穎

佳作 C8 C8-0010桃園市-南區 黃詩庭 坐失機會 育達高中 陳文浩

佳作 C8 C8-0019花蓮縣 俞佳琪 虛要/需要 玉里高中 劉邦祺

佳作 C8 C8-0025臺東縣 韓溏倪 台灣好食，垃圾怎拾? 臺東女中 朱文鳳

佳作 C8 C8-0026臺東縣 林亦君 Be yourself 臺東女中 朱文鳳

佳作 C8 C8-0027臺東縣 彭郁芸 女中豪傑 臺東女中 康毓庭

佳作 C8 C8-0031新北市-東區 吳洛亞 空汙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許菀真

佳作 C8 C8-0049新北市-北區 楊宇全 紅綠等不等？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林佳如

佳作 C8 C8-0054新北市-中區 秦瑋璠 塑食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黃晴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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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C8 C8-0054新北市-中區 秦瑋璠 塑食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黃晴湄

佳作 C8 C8-0057新北市-中區 林姿君 冰變 豫章工商 李君懿

佳作 C8 C8-006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邱邦奇 與鯨共舞 臺南二中 邱稚惠

佳作 C8 C8-0078基隆市 陳霏涵 出口成髒；趕盡殺絕 基隆二信高中 方煒棋

佳作 C8 C8-0079基隆市 陳品儒 生存秘笈 基隆二信高中 陳姿穎

佳作 C8 C8-0080基隆市 李育妃 訊息三百則 基隆二信高中 李宛靜

佳作 C8 C8-0082基隆市 王將瑄 最遙遠的距離 基隆二信高中 林慧雅

佳作 C8 C8-0083宜蘭縣 黃國睿 秘疾 宜蘭高商 曾仁義

佳作 C8 C8-0089彰化縣 蔡嘉軒 糕情遠致 彰化藝術高中 楊博鈞

佳作 C8 C8-0095高雄市 林以宥 他不怪，是我們太普通。 市立海青工商 王月秀(正式)

佳作 C8 C8-0100高雄市 洪旖旎 互動0％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C8 C8-0104高雄市 陳欣宜 Air Pollution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C8 C8-0113臺北市-東區 朱映如 您好!初次見面。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林怡均

佳作 C8 C8-0114臺北市-東區 王懷萱 再不暫停，就會來不及!(pause or play)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林怡均

佳作 C8 C8-0116臺北市-東區 韓皇璋 言語暴力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趙勻娉

佳作 C8 C8-0118臺北市-東區 沈冠宇 Fall Into It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林怡均

佳作 C8 C8-0126臺北市-南區 郭怡沛 遇塑則不康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李聰祺

佳作 C8 C8-0129臺北市-南區 宋雨璐 何必留鍊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謝泯翰

佳作 C8 C8-0130臺北市-南區 楊靖蓉 別讓社群蒙蔽雙眼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蘇綉絜

佳作 C8 C8-0131臺北市-北區 李旻憶 手機傷害系列海報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

佳作 C8 C8-0133臺北市-北區 曾慶崴 台灣人口老化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

佳作 C8 C8-0134臺北市-北區 黃妍晴 網路互動軟體成癮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

佳作 C8 C8-0136臺北市-北區 潘羽晴 手機父母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佳作 C8 C8-0136臺北市-北區 潘羽晴 手機父母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



佳作 C8 C8-0137新竹市 吳易芸 不完美的白 新竹女中 卓敬棠

佳作 C8 C8-0138新竹市 林汶萱 藥物浪費 香山高中 林咏欣

佳作 C8 C8-0139新竹市 戴譓錤 響念 世界高中 林淵照

佳作 C8 C8-0157嘉義市 許員誌 年年有餘！？ 嘉義高中

佳作 C8 C8-0165臺中市 呂貞霓 誤食 嶺東中學(高中部) 張多茂

佳作 C8 C8-0167臺中市 賴奕樺 漸進減香 台中高工 葉如恩

佳作 C8 C8-0168臺中市 賴宣聿 科技癮響 台中高工 葉如恩

佳作 C8 C8-0170臺中市 陳玟穎 有一天，我們會長大、他們會變老。明道中學(高中部) 馮天文

佳作 C8 C8-0183屏東縣 劉喬榆 屏樸最美 屏東高中 許育菁

佳作 C8 C8-0186屏東縣 鍾姿羽 海洋浩劫 大同高中 傅國禎

佳作 C8 C8-0189南投縣 詹宗霖 動物亡國  植物逝界 國立南投高中 高嘉君

佳作 C8 C8-0194南投縣 李霈晴 肌飢腹急急 國立竹山高中 邱穎傑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C9 C9-010 宜蘭縣 陸韋慈 無法抹滅的傷痕 佛光大學 羅光志

特優 C9 C9-040 台北市 黃鈺庭 Disappear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優等 C9 C9-044 台北市 黃紫萱 就算戴眼鏡，也看不清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優等 C9 C9-073 台南市 黃明潔 勒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C9 C9-020 宜蘭縣 柯懿庭 節約用電、化解危機 佛光大學 葉茉俐

甲等 C9 C9-022 宜蘭縣 蔡逸仙 鱷殺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C9 C9-011 宜蘭縣 徐翊姍 關心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C9 C9-012 宜蘭縣 曾雅沛 NO WAR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C9 C9-018 宜蘭縣 鍾明儀 堅拒批一身罪孽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C9 C9-023 宜蘭縣 顏薇庭 環境議題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C9 C9-024 宜蘭縣 卓芳羽 空氣汙染住所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C9 C9-031 台北市 曹佳霈 節電就像滑手機一樣簡單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33 台北市 蘇佳譽 紙上談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36 台北市 朱洪駿 拳心的愛，不是全新的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佳作 C9 C9-036 台北市 朱洪駿 拳心的愛，不是全新的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41 台北市 石霈均 Power saving Rescue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43 台北市 黃妤涵 Energy Saving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45 台北市 江書蘋 Taiwanese aborigines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48 台北市 洪珮綺 Save the ocean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C9 C9-055 新竹市 顏偉丞 龜塑 玄奘大學 張邑丞

佳作 C9 C9-056 新竹市 陳隆昌 汙河 玄奘大學 張邑丞

佳作 C9 C9-062 新竹市 蕭邑昕 不要殺牛，也不要吃牛 玄奘大學 張邑丞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佳作 15

總計 21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優等 C10 C10-003 宜蘭縣 李孟澤 塑膠魚 佛光大學 羅光志

甲等 C10 C10-008 高雄市 洪聰億 升學壓力―小心鯊魚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佳作 C10 C10-005 高雄市 蔡夢築 學生眼中的台灣教育―囚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佳作 C10 C10-010 新竹市 何宇涵 都更 玄奘大學 張邑丞

特優 0

優等 1

甲等 1

佳作 2

總計 4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