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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G1 G1-0043新北市-東區 袁語謙 塑化鯨生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李姿瑩

特優 G1 G1-0057新北市-南區 蔣秉玹 未雨綢繆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蔣聞哲

優等 G1 G1-0061新北市-北區 邱政儒 聖誕老人失業了⋯⋯ 集美國小 林盈君

優等 G1 G1-0127高雄市 陳俐靜 樹木的悲歌 市立鳳翔國小 簡瑞玲(正式)

甲等 G1 G1-0112彰化縣 張詠馨 熱氣球升空 平和國小 嚴郁玟

甲等 G1 G1-0156臺北市-北區 柯丞鍇 地球發燒了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張淑嫻

甲等 G1 G1-0055新北市-南區 白玉龍 pm2.5的危害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 黃筑

佳作 G1 G1-0002桃園市-北區 魏妤綺 輕飄飄 瑞豐國小 粘聖鑫

佳作 G1 G1-0005桃園市-北區 王怡媗 可愛的猴子 龍安國小 陳晉銘

佳作 G1 G1-0006桃園市-北區 呂牧蓉 不要再汙染了！ 大忠國小 黃馨儀

佳作 G1 G1-0010桃園市-南區 黃樂宣 污染的海洋 文化國小 王秋雅

佳作 G1 G1-0046新北市-東區 呂佳璇 低頭族的悲歌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張元芳

佳作 G1 G1-0047新北市-東區 陳星犖 博物館驚魂記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林思佑

佳作 G1 G1-0049新北市-西區 丁品涵 燒番薯!燒!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陳凱葦

佳作 G1 G1-0050新北市-西區 靳閎原 恐龍大戰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1 G1-0051新北市-西區 蔡媃亘 你也在流浪嗎？ 新泰國小 張君瑜

佳作 G1 G1-0052新北市-西區 金倢妡 台灣諾亞方舟2.0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1 G1-0058新北市-南區 唐鈞軒 環保永續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洪麗卿

佳作 G1 G1-0062新北市-北區 林湘均 小強也要上課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王靜惠

佳作 G1 G1-0066新北市-北區 王若旬 今晚吃什麼?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袁仲衡

佳作 G1 G1-0067新北市-中區 金羽姍 普渡 莒光國小 周志勇

佳作 G1 G1-0076新北市-台商專區 劉宇昂 機器鯊魚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趙謙

佳作 G1 G1-0079新竹縣 許淳茜 忙碌的阿公 縣立新社國小 張淑雯

佳作 G1 G1-0083新竹縣 田孟勳 我和我的美好回憶 縣立新社國小 張淑雯

佳作 G1 G1-008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康妤甄 最後的晚餐 長安國小 黃慧雯

佳作 G1 G1-0091臺南市-南區 黃蔤 我們一起拚了-為了你的將來！勿逗留~!勝利國小 無

佳作 G1 G1-0102基隆市 林品希 不刷牙惹的禍 二信國小 莊詩瑩

佳作 G1 G1-0105宜蘭縣 梁聖晶 媽寶們，醉不上道 光復國小

佳作 G1 G1-0108宜蘭縣 劉語晴 夜貓賞月 學進國小 林宏杰

佳作 G1 G1-0109彰化縣 黃唯甯 消失的綠地 南郭國小 孫秀綺

佳作 G1 G1-0118高雄市 史如恩 外星人考古學 市立三民國小 陳長華(正式)

佳作 G1 G1-0122高雄市 黃誼淇 動物悲歌 市立文府國小 何勇德(正式)

佳作 G1 G1-0124高雄市 陳亭羽 媽媽不見了 市立瑞祥國小 蘇玉婷(正式)

佳作 G1 G1-0130高雄市 林尉誠 毒品超市 市立瑞祥國小 蘇玉婷(正式)

佳作 G1 G1-0132高雄市 張凱華 臨時抱佛腳 市立前鎮區民權國小 無(無)

佳作 G1 G1-0136臺北市-東區 胡懋謙 台灣獼猴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1 G1-0139臺北市-西區 劉芷妮 夏日的渴望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施富皓

佳作 G1 G1-0140臺北市-西區 蔡侑恩 踢足球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李孟霓

佳作 G1 G1-0145臺北市-南區 林宸希 火烤教室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陳佳吟

佳作 G1 G1-0146臺北市-南區 翁睿鴻 垃圾美食英雄聯盟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蘇怡靜

佳作 G1 G1-0152臺北市-北區 邱澧閎 食物不添加，健康久久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1 G1-0153臺北市-北區 黃永馨 保護濕地人人愛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1 G1-0157新竹市 黃品潔 手機時代 新竹國小 林昭瑾

佳作 G1 G1-0160新竹市 楊宇棠 地球暖化，誰來拯救 曙光小學 許玉芬

佳作 G1 G1-0166雲林縣 楊潔玲 嘴巴裡的世界 虎尾國民小學 戴淑惠

佳作 G1 G1-0175嘉義市 鄒明恩 萬能的手機無奈的鬼神 民族國小 顏士人

佳作 G1 G1-0177嘉義市 謝茗凱 衛生紙之亂 興嘉國小 賴姵蓁

佳作 G1 G1-0184臺中市 邱信智 減肥開始 信義國小 無

佳作 G1 G1-0185臺中市 何杰歷 無家可歸 忠孝國小 蕭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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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1 G1-0186臺中市 王元甫 填鴨式教育 葳格中小學(國小部) 張冠儀

佳作 G1 G1-0191臺中市 曾弘喨 課業的壓力 瑞穗國小 管麗齡

佳作 G1 G1-0196苗栗縣 林宜帆 大腹便便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曾芳儀

佳作 G1 G1-0209南投縣 許舒媛 冷漠與溫暖 縣立北投國小 蔡文慈

佳作 G1 G1-0211南投縣 許殷琪 淹水城市 縣立營盤國小 吳振益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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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G2 G2-0172 屏東縣 曾立明 警車or靈車 民和國小 許修維

特優 G2 G2-0139嘉義市 林子益 鯊魚音樂會 大同國小 林曉瑩

優等 G2 G2-0082彰化縣 朱芮誼 「塑」誰殺了牠們？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優等 G2 G2-006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蔡芷晰 老鼠兒搭捷運 新市國小 劉冠甫

甲等 G2 G2-0045新北市-中區 賴筠心 愛我請不要遺棄我 大觀國小 林凱莉

甲等 G2 G2-0138嘉義市 李姍蓉 塑 . 寂 大同國小 蔡秉勳

甲等 G2 G2-0080彰化縣 薛亦絜 森林浩劫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G2 G2-0001桃園市-北區 李宥臻 缺水真痛苦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G2 G2-0002桃園市-北區 蔡仲淇 海洋悲歌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G2 G2-0008桃園市-南區 陳靖儒 缺電危機 中壢國小 林志晟

佳作 G2 G2-0033新北市-南區 李建億 狂熱風獅爺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G2 G2-0034新北市-南區 吳宸宇 佛祖救救我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佳作 G2 G2-0041新北市-北區 江彥葵 開動了！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簡麗華

佳作 G2 G2-0042新北市-北區 吳沛庭 海底綠洲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簡麗華

佳作 G2 G2-0043新北市-北區 江佳郁 考試？「烤」試？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簡麗華

佳作 G2 G2-0044新北市-北區 陳冠妤 人類的破壞自己承擔 修德國小 張嫚宸

佳作 G2 G2-0046新北市-中區 鄭亦妡 自拍的下場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G2 G2-0047新北市-中區 賴廷凱 選舉亂象 大觀國小 林凱莉

佳作 G2 G2-0051新竹縣 李宛蓁 空汙 縣立新社國小

佳作 G2 G2-0053新竹縣 涂妍庭 唯一不變的是~好視力 縣立新社國小 張淑雯

佳作 G2 G2-0056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王芊婷 爸媽的遙控器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2 G2-005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品妍 哭泣的世界 永康國小 洪孟儀

佳作 G2 G2-0059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鍾裕麒 七爺八爺出巡 立人國小 張簡采昕

佳作 G2 G2-0062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浩全 未來的歷史課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2 G2-0063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宥霖 一窩「蜂」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2 G2-0066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姿伶 神奇抓寶阿伯 麻豆國小 曾宜萍

佳作 G2 G2-0068基隆市 林采頤 寵物的召喚 基隆市信義國小 葉春新

佳作 G2 G2-0076宜蘭縣 張淨紜 貪吃的貓 成功國小

佳作 G2 G2-0090高雄市 林宣妤 窯窯樂 市立七賢國小 鐘碧瑩(正式)

佳作 G2 G2-0091高雄市 吳竑毅 速胖飲食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G2 G2-0111臺北市-西區 黃秋慧 環保捨我其誰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G2 G2-0114臺北市-西區 洪羽卉 奇異世界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無

佳作 G2 G2-0119臺北市-南區 莊凱淇 人類米蘭秀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璽元

佳作 G2 G2-0122新竹市 洪榆涵 啃老族 清華附小

佳作 G2 G2-0124新竹市 鄭娳亞 幻想天空 清華附小

佳作 G2 G2-0127新竹市 陳妍睿 貓抓老鼠 清華附小

佳作 G2 G2-0129雲林縣 曾黍茜 樂極生悲 南陽國民小學 蘇源有

佳作 G2 G2-0132雲林縣 歐陽秉宏 迷網VS迷惘 雲林國民小學 高嘉汝

佳作 G2 G2-0137嘉義市 官秉賦 熱燄下的危機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G2 G2-0145臺中市 洪郁涵 屈原也瘋狂 大元國小 黃郁雯

佳作 G2 G2-0149臺中市 何洛榤 唬人世界照妖鏡 大同國小 葉珮甄

佳作 G2 G2-0157臺中市 李宗穎 披著美麗外衣的怪物 順天國小 陳毓蓓

佳作 G2 G2-0158臺中市 吳愷寧 新天敵 順天國小 陳毓蓓

佳作 G2 G2-0168 屏東縣 林玫妤 新歡 中正國小 梁云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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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7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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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G3 G3-0206 屏東縣 沈陸晗 山冥水鏽-粉飾家鄉 瑞光國小 陳素櫻

特優 G3 G3-0081新竹縣 張凱惟 網路霸凌 縣立山崎國小 葉育綸

優等 G3 G3-0187臺中市 王翎軒 預購從速 西屯區永安國小 陳慧容

優等 G3 G3-0177嘉義市 劉峰毓 別讓蕉農滑一跤 大同國小 蔡秉勳

甲等 G3 G3-0105宜蘭縣 陳厚睿 無家可歸的北極熊 北成國小

甲等 G3 G3-0113彰化縣 梁芫滕 餵食 平和國小 杜振忠

甲等 G3 G3-0149臺北市-南區 蕭宇睿 電腦罷工記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楊瓊如

佳作 G3 G3-0001桃園市-北區 許丞佑 世足大戰爭 大勇國小 莊官涖

佳作 G3 G3-0009桃園市-南區 徐翊慈 食安風暴 復旦國小 無

佳作 G3 G3-0045新北市-東區 何若渝 炎夏避暑勝地???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王瑞良

佳作 G3 G3-0049新北市-西區 丁采昕 現化晚禱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陳凱葦

佳作 G3 G3-0050新北市-西區 趙悅廷 聖女貞德：「禁止自拍棒！」中信國小 王婕嫣老師

佳作 G3 G3-0054新北市-西區 林子硯 陪伴 榮富國小 無

佳作 G3 G3-0055新北市-南區 鄭于碩 現代觀音菩薩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彭鈺虹

佳作 G3 G3-0059新北市-南區 林宥翔 啃老族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郭琼慧

佳作 G3 G3-0060新北市-南區 呂依潔 e世代囚籠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陳雨柔

佳作 G3 G3-0061新北市-北區 曲辰悅 現代小皇帝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顏兆敏

佳作 G3 G3-0064新北市-北區 鐘心妍 跟「瘋」的行動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李如意

佳作 G3 G3-0065新北市-北區 王妍妍 霉少女戰士自拍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小 呂振揚

佳作 G3 G3-0067新北市-中區 謝佩津 動物的控訴 莒光國小 陳曉峰

佳作 G3 G3-0069新北市-中區 洪琡媜 有志者「死」竟成 莒光國小 陳曉峰

佳作 G3 G3-0070新北市-中區 林尚錞 中秋烤肉 大觀國小 無

佳作 G3 G3-0071新北市-中區 黃子瀚 衛生紙恐慌 莒光國小 周志勇

佳作 G3 G3-0079新竹縣 游椀茹 手機奴 縣立山崎國小 葉育綸

佳作 G3 G3-0080新竹縣 徐浩宸 網路購物狂 縣立竹北國小 王薇棠

佳作 G3 G3-008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林欣桐 普渡亂象 新營國小 何翊禎

佳作 G3 G3-008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王小綾 快救救我!我被考試妖怪困住了安順國小 陳玥樺

佳作 G3 G3-0092臺南市-南區 游景皓 孔龍法官 新化國小

佳作 G3 G3-0093臺南市-南區 林可惟 現代外食族-神農氏 崇明國小 方笠亭

佳作 G3 G3-0095臺南市-南區 許定本 海龍王的怒吼 龍潭國小 張萓方

佳作 G3 G3-0097基隆市 謝修昀 人不如狗 深美國小

佳作 G3 G3-0100基隆市 葉妤婕 3C低頭地府見 德和國小 蘇聖惠

佳作 G3 G3-0106宜蘭縣 陳澤燊 蟑螂大作戰 北成國小

佳作 G3 G3-0107宜蘭縣 陳澤橙 古文明特展 北成國小

佳作 G3 G3-0110彰化縣 柯昀姍 最後的晚餐 頂番國小 賴冠如

佳作 G3 G3-0111彰化縣 葉品辰 地球悲歌 培英國小 羅伊嬋

佳作 G3 G3-0112彰化縣 黃翊翔 筷下留情 民生國小 陳威龍

佳作 G3 G3-0116高雄市 方凱妍 奇幻夜市 市立新光國小 無(無)

佳作 G3 G3-0117高雄市 洪苡慈 迷失3C的孩子們... 市立三民國小 邱明珠(正式)

佳作 G3 G3-0121高雄市 陳翊菲 手機成癮的漩渦陷阱 市立三民國小 施美如(正式)

佳作 G3 G3-0124高雄市 林欣妤 夢時代 市立四維國小 周文敏(正式)

佳作 G3 G3-0128高雄市 李知真 瘋狂博愛座 市立福東國小 李國定(正式)

佳作 G3 G3-0135臺北市-東區 方怡宸 防腐劑變奏曲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郭莼青

佳作 G3 G3-0140臺北市-西區 賴品彤 3C科技的冷漠疏離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 羅文琦

佳作 G3 G3-0148臺北市-南區 蔡璨遠 再野蠻也不能吃保育類動物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李伊珊

佳作 G3 G3-0150臺北市-南區 江昱柔 熱昏了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謝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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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3 G3-0157新竹市 吳宥忞 AI未來世代 東門國小 廖施景

佳作 G3 G3-0159新竹市 林品岳 文明的盡頭 建功國小 陳麗珠

佳作 G3 G3-0160新竹市 樊佳瑄 懸浮微粒的世界 園區實中(國小部)

佳作 G3 G3-0161新竹市 劉豫瑄 手機，別離開我！ 東園國小 郭溫雅

佳作 G3 G3-0163雲林縣 王昱淇 呼吸困難的未來 土庫國民小學 吳淑娟

佳作 G3 G3-0169嘉義縣 陳宥妡 「娃娃」誤闖娃娃機 南新國小 無

佳作 G3 G3-0175嘉義市 趙家葳 盲目向前 大同國小 蕭嘉木

佳作 G3 G3-0210 屏東縣 吳縉堯 民主大戰 鹽洲國小 周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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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G4-0006桃園市-北區 王御凡 八仙難過海 桃園國小 黃伯思

特優 G4 G4-0177 屏東縣 張芯菱 普肚瘦身班 民和國小 許修維

優等 G4 G4-0149臺中市 蘇琮益 肺的進化史 大元國小 陳信有

優等 G4 G4-0004桃園市-北區 陳楷予 酒駕世界悲 桃園國小 黃伯思

甲等 G4 G4-0054新竹縣 涂博倫 限塑愛地球 縣立新社國小 張淑雯

甲等 G4 G4-0090高雄市 周禹彤 動物精品店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甲等 G4 G4-0143嘉義市 呂家妤 我家變游泳池 大同國小 曾曉梅

佳作 G4 G4-0021花蓮縣 劉恩睿 神奇的樹 中原國小 林朝祥

佳作 G4 G4-0033新北市-西區 林佑珊 下一秒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張景惠

佳作 G4 G4-0036新北市-南區 胡著妍 三C之島的星期天下午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蔡秉峪

佳作 G4 G4-0037新北市-南區 高柏涵 聽聽流浪狗兒的心聲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廖彥慈

佳作 G4 G4-0048新北市-中區 張儀姮 屍鼠列車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G4 G4-0049新北市-中區 林孟萱 錢的進化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G4 G4-0051新北市-中區 韓穎儀 台灣美食，媽祖都愛吃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G4 G4-0056新竹縣 董妍萱 3C廟 縣立新社國小

佳作 G4 G4-0060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蔡婉歆 愛麗絲毒趴仙境 立人國小 邱鈺雯

佳作 G4 G4-006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沈芳呈 被手機綁架 月津國小 姜焙仁

佳作 G4 G4-0066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王宥程 灌滿知識的氣球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4 G4-006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竑博 現代科技普渡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4 G4-0069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柯季呈 鼠來跑─捷運盃 新市國小 劉冠甫

佳作 G4 G4-0082宜蘭縣 廖翌辰 力爭上游 成功國小

佳作 G4 G4-0083宜蘭縣 陳亮睿 驚世世界紀錄-垃圾山 成功國小

佳作 G4 G4-0093高雄市 吳育儒 愛地球-自備購物袋 市立林園國小 陳雪吟(正式)

佳作 G4 G4-0097高雄市 黃雅安 沒救了 市立鳳西國小 無(無)

佳作 G4 G4-0098高雄市 謝宜蓁 路口機瘟 市立林園國小 蘇香如(正式)

佳作 G4 G4-0102高雄市 徐偲嘉 今夏驚嚇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G4 G4-0109臺北市-東區 陳慶曄 睡眠修復天使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林政榮老師

佳作 G4 G4-0111臺北市-東區 陳寬然 覺醒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林政榮老師

佳作 G4 G4-0120臺北市-南區 林晏漁 食品安全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方芊雯

佳作 G4 G4-0121臺北市-南區 范顥馨 上課玩手機 學習慘兮兮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佳作 G4 G4-0127新竹市 呂宣萱 未來世代 清華附小

佳作 G4 G4-0133雲林縣 李庭瑜 朱門酒肉"重" ; 路有"餓"死骨 雲林國民小學 李品融

佳作 G4 G4-0136雲林縣 劉育珊 噪音響「厭」 雲林國民小學 李品融

佳作 G4 G4-0142嘉義市 彭懷恩 北極熊媽媽的眼淚 大同國小 蔡秉勳

佳作 G4 G4-0150臺中市 高育仁 人才危機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G4 G4-0151臺中市 李昀甄 借我用一下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G4 G4-0152臺中市 林芝嫺 失業危「機」 大元國小 楊惠卿

佳作 G4 G4-0154臺中市 葉家綾 全球第二大汙染，快時尚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G4 G4-0155臺中市 陳亮妤 誰才是野獸？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G4 G4-0159臺中市 黃宥瑜 口水與淹水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G4 G4-0163臺中市 李俊志 地球的悲哀 順天國小 陳毓蓓

佳作 G4 G4-0167苗栗縣 杜宗諺 整形鬼的內心世界 苗栗縣立通霄國小 黃君立

佳作 G4 G4-0171苗栗縣 黃子芬 吸菸傷身 苗栗縣立頭份國小 林俊良

佳作 G4 G4-0173 屏東縣 駱宥辰 減塑愛地球 潮州國小 蔡榮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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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4 G4-0175 屏東縣 陳俐穎 忙碌的生活，盲目的生活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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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G5-0061新北市-北區 陳宣佑 謝謝爸爸媽媽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特優 G5 G5-0164雲林縣 蔡昀蓉 貧苦與炫富,M化殊途 崇德國民中學 吳幸蓉

優等 G5 G5-0096臺南市-南區 王子睿 艾你水美容中心 民德國中

優等 G5 G5-0212南投縣 范舒涵 全民肺疼 縣立中興國中 林秀玲

甲等 G5 G5-0171嘉義縣 張承禾 酒駕的終點 協同中學

甲等 G5 G5-0168雲林縣 萬修睿 人類的殘忍 斗六國民中學 張淑端

甲等 G5 G5-0065新北市-北區 王瑜謙 看見生命的亮點 金陵女中 鄭硯如

佳作 G5 G5-0008桃園市-南區 謝亞婕 是誰下的毒？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G5 G5-0009桃園市-南區 余定洋 貧與富－不變的定律？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G5 G5-0010桃園市-南區 張佑莘 新舊共榮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G5 G5-0021澎湖縣 黃莉捷 變調的海洋 馬公國中 王瓊慧

佳作 G5 G5-0042連江縣 陳姿羽 暖化之後 介壽國中小

佳作 G5 G5-0045新北市-東區 潘渝 玩機喪職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G5 G5-0057新北市-南區 張郁曼 手心的溫度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5 G5-0060新北市-南區 謝翊欣 這一夜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5 G5-0062新北市-北區 張申儒 拾穗2.0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林麗娟

佳作 G5 G5-0066新北市-北區 陳聖翔 追逐金錢的人生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G5 G5-0072新北市-中區 王晨歡 啃老族 江翠國中 江儒源

佳作 G5 G5-0083新竹縣 朱雅柔 現在的人 縣立自強國中 林思妤

佳作 G5 G5-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佩蓉 最後一滴水 下營國中 鄭安伶

佳作 G5 G5-0091臺南市-南區 李姝蓉 未來教師 後甲國中 陳慧如

佳作 G5 G5-0092臺南市-南區 洪偉翔 拼三頓 建興國中 李柏毅

佳作 G5 G5-0101基隆市 王鶴年 防毒大作戰 基隆二信高中 陳郁茜

佳作 G5 G5-0104宜蘭縣 賴羽柔 科技的冷漠 國華國中 陳皇維

佳作 G5 G5-0105宜蘭縣 鍾鳴峻 樹／曙 國華國中

佳作 G5 G5-0106宜蘭縣 張容瀚 學業「壓」力 慈心華德福(國中部) 李佳瑾

佳作 G5 G5-0108宜蘭縣 林煜軒 壓力大．長不大 羅東國中 賴思明

佳作 G5 G5-0110彰化縣 李宜虹 取代 彰安國中 陳怡儒

佳作 G5 G5-0115高雄市 陳品熙 沉迷手機，人生當機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中 房智堄(代理)

佳作 G5 G5-0117高雄市 陳怡如 沉迷虛擬，荒廢真實 市立龍華國中 無(無)

佳作 G5 G5-0119高雄市 陳致文 3C宅男養成啟示錄 市立明華國中 吳啟帆(正式)

佳作 G5 G5-0121高雄市 吳亭諭 不想面對的抓週 市立左營國中 陳秀蓉(正式)

佳作 G5 G5-0125高雄市 王岐睿 草船借箭之今非昔比 市立瑞祥高中附設國中 林佩怡(正式)

佳作 G5 G5-0126高雄市 王佑宸 499之亂 市立大灣國中 林明叡(正式)

佳作 G5 G5-0128高雄市 趙婕妤 善意扭曲的博愛座 市立青年國中 蔡佳靜(正式)

佳作 G5 G5-0129高雄市 郭姵昕 3c保姆下的錯誤養育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葉君儀(正式)

佳作 G5 G5-0130高雄市 林祐立 貪婪惡客的退貨真相 市立五福國中 高夢霞(正式)

佳作 G5 G5-0132高雄市 黃鈺媗 超級便利商店 市立瑞豐國中 塗育徵(正式)

佳作 G5 G5-0135臺北市-東區 方婉庭 「雨」青蛙相遇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汪儒郁

佳作 G5 G5-0139臺北市-西區 吳佳恩 羽翼的喟嘆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雯靚

佳作 G5 G5-0144臺北市-西區 徐鈺雯 討讚的芭比公主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陳又綾

佳作 G5 G5-0147臺北市-南區 侯盛鈞 心不在焉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張元俍

佳作 G5 G5-0148臺北市-南區 蔡紹涵 苦中作樂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徐于婷

佳作 G5 G5-0155臺北市-北區 吳品宜 你過勞了嗎?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G5 G5-0156臺北市-北區 張湘儀 AI時代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李佳倩

佳作 G5 G5-0157新竹市 蘇之觀 I love animal 三民國中 施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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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5 G5-0165雲林縣 李昀恩 蝸居百態 私立永年中學 梁營得

佳作 G5 G5-0175嘉義市 羅雅馨 同龜於盡 南興國中 俞惠滿

佳作 G5 G5-0195臺中市 陳愷鈞 灌「頭」工廠 衛道高中(國中部) 莫昍霖

佳作 G5 G5-0206 屏東縣 方藝融 Free 南榮國中 吳旻芳

佳作 G5 G5-0208 屏東縣 蘇瑋琳 牠的痛苦！我的美麗！ 明正國中 葉明展

佳作 G5 G5-0209 屏東縣 王咨淇 祢們收到了嗎 明正國中 陳一瑋

佳作 G5 G5-0210 屏東縣 張媞雅 顛沛流離的骨肉相逢 大同高中國中部 梁明璐

佳作 G5 G5-0213南投縣 吳姜慧 核電VS火力發電 縣立草屯國中 吳珍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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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G6-0184苗栗縣 張沈勝 炫富植牙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特優 G6 G6-0097高雄市 賴卜京 網路世界 市立五甲國中 無(無)

優等 G6 G6-006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義傑 迷失 民德國中 涂心華

優等 G6 G6-0031新北市-東區 沈紀杉 公審亂象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甲等 G6 G6-0065新竹縣 胡筱君 「驚」雕細琢 縣立竹北國中 魏杏芳

甲等 G6 G6-0102高雄市 張庭甄 抉擇 市立五甲國中 無(無)

甲等 G6 G6-0146雲林縣 戴鈺珊 抉擇!! 私立正心中學 王怡文

佳作 G6 G6-0004桃園市-北區 王常甫 幻境 桃園國中 游雯珍

佳作 G6 G6-0014澎湖縣 許庭瑀 搶救3C癮君子 馬公國中 陳美瑤

佳作 G6 G6-0019花蓮縣 呂翊慈 被遙控的人生 國風國中 黃景瑋

佳作 G6 G6-0021花蓮縣 杜昱 自由 國風國中 黃景瑋

佳作 G6 G6-0033新北市-東區 吳苡潔 絕命電玩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6 G6-0037新北市-西區 于子倢 鯨奇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陳佩怡

佳作 G6 G6-0042新北市-西區 盧韻方 博愛座．誰能坐 福和國中 林竹萱

佳作 G6 G6-0043新北市-南區 李泓諭 孳本主義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政翰

佳作 G6 G6-0044新北市-南區 陳建銘 媒體亂象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政翰

佳作 G6 G6-0055新北市-中區 林宜雯 承先騎後 新埔國中 王壬延

佳作 G6 G6-0057新北市-中區 李彥熙 你夾的到嗎? 新埔國中 溫婉婷

佳作 G6 G6-0060新北市-中區 劉恩睿 真假不分 新埔國中 溫婉婷

佳作 G6 G6-0062新竹縣 邱子均 珍惜手中資原，不可暴殄食物 縣立竹東國中 彭雅芳

佳作 G6 G6-0070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蔡佩瑾 想像力耗盡 南新國中 蔡宗祐

佳作 G6 G6-0071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宗恩 美顏 麻豆國中 王婉婷

佳作 G6 G6-007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楊芷庭 PM2.5 南新國中

佳作 G6 G6-0083基隆市 卓永恩 取而代之 安樂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佳作 G6 G6-0086宜蘭縣 曹愷紜 學業壓力 宜蘭國中 黃雅容

佳作 G6 G6-0090宜蘭縣 黃楷恩 深陷毒忠? 東光國中 潘勁瑞

佳作 G6 G6-0091彰化縣 柯嘉恩 選擇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G6 G6-0092彰化縣 詹子睿 升學壓力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G6 G6-0094彰化縣 蔡鎔蔚 謎 彰安國中 柯宜雯

佳作 G6 G6-0100高雄市 徐翊婷 世界大不同 市立五甲國中 無(無)

佳作 G6 G6-0101高雄市 莊曜燡 垃圾寶藏 市立五甲國中 無(無)

佳作 G6 G6-0108高雄市 洪翊蓁 人皮舞台 市立壽山國中 丁連進(正式)

佳作 G6 G6-0110高雄市 張銘禎 一個世界，兩樣情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G6 G6-0122臺北市-西區 王守仁 Childish Gambino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林昕曄

佳作 G6 G6-0133臺北市-北區 徐晨嘉 創造經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祖宏

佳作 G6 G6-0135臺北市-北區 張芝瑜 食油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張綺芸

佳作 G6 G6-0149雲林縣 高淯琪 排隊的比較珍貴 東仁國民中學 陳良財

佳作 G6 G6-0150雲林縣 黃韋慈 古今成癮症 私立東南國中 游梅香

佳作 G6 G6-0151嘉義縣 張育華 沉溺 竹崎高中國中部 翁禎源

佳作 G6 G6-0157嘉義市 謝侑容 夢想與現實 蘭潭國中 陳嵩霖

佳作 G6 G6-0166臺中市 廖紜汝 送()鳥? 五權國中 劉淑菁

佳作 G6 G6-0169臺中市 黃鈺淇 看、刊、堪 至善國中 黃冠元

佳作 G6 G6-0171臺中市 蔣孟諠 馳不出重圍，轉不回童年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G6 G6-0172臺中市 蔡安庭 還動物一方淨土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G6 G6-0176臺中市 李沛萱 自食惡果 大華國中 許秀玟

佳作 G6 G6-0177臺中市 張裴軒 佳餚的另一面 大甲國中 呂文珊

佳作 G6 G6-0178臺中市 傅宇婕 被觀察的世界 豐陽國中 胡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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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6 G6-0186苗栗縣 湯喻涵 傀儡人生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郭芷伶

佳作 G6 G6-0188 屏東縣 許閔盛 注視與漠視 大同高中國中部 張雅涵

佳作 G6 G6-0191 屏東縣 李欣容 金玉其表的網路約會 大同高中國中部 張雅涵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3

總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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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G7-0143臺北市-北區 周詳 綠蠵龜‧綠西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羅夢婷

特優 G7 G7-0084臺南市-南區 陳珈汝 如影隨形 德光高中 無

優等 G7 G7-0150新竹市 詹沐鑫 煤?核?煤核沒合 新竹高中 劉時傑

優等 G7 G7-0137臺北市-南區 蕭宇婕 涼心飲品沒良心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黃主俠

甲等 G7 G7-0169嘉義市 施昱辰 數位海洛因 嘉華高中 彭舒渝

甲等 G7 G7-0110高雄市 趙延霖 迷惘 財團法人高雄美國學校 蕭雪卿(正式)

甲等 G7 G7-0117高雄市 劉奕廷 醉後一席 市立高雄女中 鄭君穎(正式)

佳作 G7 G7-0003桃園市-北區 王楷禎 犀牛之死 新興高中 楊莉菁

佳作 G7 G7-0006桃園市-北區 吳思嫻 預言 南崁高中 陳冠潔

佳作 G7 G7-0009桃園市-南區 廖以馨 塑食主義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許雯婷

佳作 G7 G7-0010桃園市-南區 郭于境 臺灣「塑」懶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G7 G7-0016澎湖縣 陳柔羽 海之污 馬公高中 黃馨如

佳作 G7 G7-0022花蓮縣 李烝祺 愛麗絲的奇幻仙境 海星高中 黃秋燕

佳作 G7 G7-0039新北市-東區 吳詩楹 「人」不如寵物！！！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7 G7-0040新北市-東區 吳亭頤 步步驚心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7 G7-0042新北市-西區 黃琨棟 寂寞 新北市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7 G7-0044新北市-西區 陳柏劭 機不可屍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G7 G7-0056新北市-北區 陳儀庭 漠視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温念庭

佳作 G7 G7-0057新北市-北區 唐英姿 網路世界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林麗娟

佳作 G7 G7-0060新北市-中區 黃耀萱 跟瘋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顏子晉

佳作 G7 G7-0061新北市-中區 楊芊芊 M型社會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劉乙萱

佳作 G7 G7-0067新北市-台商專區 廖庭羽 海洋馬戲團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臺北辦事處 盧虹宇

佳作 G7 G7-0069新北市-台商專區 陳弘修 摘下面具，做自己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周雪琳

佳作 G7 G7-0074新竹縣 羅庭綸 我買故我在 國立竹北高中 詹志潔

佳作 G7 G7-0098宜蘭縣 邱蓉 淹沒台灣 蘭陽女中 郭讚典

佳作 G7 G7-0099宜蘭縣 邱曼蓉 「服飾」店 蘭陽女中 郭讚典

佳作 G7 G7-0101宜蘭縣 高靚芯 核去核從? 羅東高中

佳作 G7 G7-0108高雄市 高尚緒 夫妻之間 私立樹德家商 李幸芳(正式)

佳作 G7 G7-0109高雄市 詹元禛 別讓詐騙集團有「機」可乘 市立高雄中學 無(無)

佳作 G7 G7-0113高雄市 賴怡利 童年型塑 私立樹德家商 邱志豪(正式)

佳作 G7 G7-0118高雄市 雷詠善 愛「瘋」人生 市立中正高工 莊彩琴(正式)

佳作 G7 G7-0120高雄市 蔡雅如 未來的童年 市立高雄高商 程啟榮(正式)

佳作 G7 G7-0133臺北市-西區 范維倢 The rescuer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玲

佳作 G7 G7-0142臺北市-南區 林昊穎 「獻/線」上祝福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陳適之

佳作 G7 G7-0151新竹市 楊芷瑄 ｢語｣如刀割 成德高中 任育崡

佳作 G7 G7-0158雲林縣 陳孟筑 吸睛現象 國立虎尾高中 鄭仲婷

佳作 G7 G7-0160雲林縣 陳德諺 你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鄭仲婷

佳作 G7 G7-0168嘉義市 陳奕汝 望子成龍 嘉義女中

佳作 G7 G7-0177臺中市 王怡珺 塑料人 華盛頓中學(高中部) 劉宗榮

佳作 G7 G7-0181臺中市 譚雅庭 魚缸 文華高中 戴岳弦

佳作 G7 G7-0182臺中市 陳怡靜 萬能吸塵器 文華高中 林詩婷

佳作 G7 G7-0183臺中市 李允仁 地球炙燒了 西苑高中(高中部) 廖文蕙

佳作 G7 G7-0185臺中市 陳思佳 癮 磊川華德福(高中部) 卓碧惠

佳作 G7 G7-0190臺中市 藍玉晴 窮途末路 弘文高中(高中部) 張惠雯

佳作 G7 G7-0191苗栗縣 林昱旻 ㄈㄨˊㄌㄨˋㄕㄡˋ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邱聖仁

佳作 G7 G7-0192苗栗縣 黃華千 海面之下 國立竹南高中 林靜怡

佳作 G7 G7-0194苗栗縣 徐夢岑 AI&人類 國立竹南高中 林靜怡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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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G7-0195苗栗縣 李敏綺 一體兩面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鍾子敏

佳作 G7 G7-0197 屏東縣 張秀如 教育? 東港高中 陳錦嬌

佳作 G7 G7-0200 屏東縣 許詠淳 大「富」翁？大「負」翁？ 大同高中 張雅涵

佳作 G7 G7-0201 屏東縣 張宸瑜 e賴 大同高中 張雅涵

佳作 G7 G7-0204南投縣 王冠淩 安屎之亂 國立南投高中 薛瑛萱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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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 G8-0039新北市-南區 李佳憶 台灣精神之世界大賽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特優 G8 G8-0128臺北市-南區 潘羽鍚 阿公的發財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無

優等 G8 G8-0045新北市-北區 趙苡婷 ’’一例一休’’的無奈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林軒宇

優等 G8 G8-0120臺北市-西區 蔡翊愷 記憶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李明彥

甲等 G8 G8-0100高雄市 許華羚 回收假象 市立三民家商 宋鴻雁(正式)

甲等 G8 G8-0095高雄市 林伊嫻 二行程無罪！請勿消滅！ 市立海青工商 孫妙芬(正式)

甲等 G8 G8-0099高雄市 林芊羽 速食成癮症 市立海青工商 楊正華(正式)

佳作 G8 G8-0007桃園市-南區 商晏榕 壓力 育達高中 許展瑋

佳作 G8 G8-0030新北市-東區 廖心瑜 歸?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賀楚僑

佳作 G8 G8-0031新北市-東區 林孟涵 少子化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賀楚僑

佳作 G8 G8-0040新北市-南區 林則安 「自以為是」的少年郎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余珮綺

佳作 G8 G8-0041新北市-南區 鍾佳妏 親子公園變奏曲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李美惠

佳作 G8 G8-0042新北市-南區 潘姿妤 歡歡喜喜吃喜酒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G8 G8-0046新北市-北區 林品蓁 北極塔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林軒宇

佳作 G8 G8-0051新北市-中區 洪幸慈 「鼠」速列車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尤珮娟

佳作 G8 G8-0058新竹縣 陳芸霈 酸民 私立義民高中 張名凱

佳作 G8 G8-0063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林家鴻 還我乾淨的空氣 後壁高中 林怡珊

佳作 G8 G8-006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昱萱 壓力 臺南高商 陳依伶  

佳作 G8 G8-006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莊子誼 被遺忘的老人 曾文家商 李育萱

佳作 G8 G8-0078基隆市 袁亦嬨 物質的代價 基隆二信高中 陳姿穎

佳作 G8 G8-0079基隆市 嚴紹怡 一機在手，人人是帥哥美女 基隆二信高中 林慧雅

佳作 G8 G8-0082宜蘭縣 許禎育 廢氣診斷書 宜蘭高中 張玉如

佳作 G8 G8-0089彰化縣 陳芷瑩 3C危機 北斗家商 嚴國隆

佳作 G8 G8-0091彰化縣 高子茵 媽媽的地牢 北斗家商 曹志明

佳作 G8 G8-0093高雄市 張綺 唇沫亂語 私立中華藝校 劉立安(正式)

佳作 G8 G8-0096高雄市 蔡明憲 沉迷電玩人生完蛋 私立樹德家商 林宏韋(正式)

佳作 G8 G8-0098高雄市 黃馨 神豬比賽 市立海青工商 傅雲英(正式)

佳作 G8 G8-0105高雄市 陳雅琪 食網 私立中華藝校 李菁菁(正式)

佳作 G8 G8-0110高雄市 李宇翔 動物”援” 市立中正高工 黃孜穎(正式)

佳作 G8 G8-0112臺北市-東區 黃珮榕 勾勾纏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黃昱幃

佳作 G8 G8-0116臺北市-東區 楊采妮 廣告污染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邱逸民

佳作 G8 G8-0117臺北市-西區 卓恩綺 病態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G8 G8-0125臺北市-南區 楊伊珮 衛生紙之亂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G8 G8-0126臺北市-南區 邱子玲 取代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G8 G8-0130臺北市-北區 錢柔安 殘海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呂靜修

佳作 G8 G8-0131臺北市-北區 劉思琦 公？審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費國鏡

佳作 G8 G8-0132臺北市-北區 蔡家榕 天堂與地獄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卓靖雪

佳作 G8 G8-0139新竹市 徐曼綾 快快長大 香山高中 張曉筠

佳作 G8 G8-0144雲林縣 黃子芳 頂尖未來?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蔡依秦

佳作 G8 G8-0155嘉義市 王昱儒 邁向毀滅的足跡 華南高商 洪銘鴻

佳作 G8 G8-0157嘉義市 吳亭儀 看我七十二變 輔仁高中 顏秀如

佳作 G8 G8-0158嘉義市 施彣頴 女大當「價」？ 嘉義高中 鄭淑姿

佳作 G8 G8-0159臺中市 謝祁恩 無限輪迴的3C 大明高中(高中部) 廖唯琇

佳作 G8 G8-0162臺中市 林展鐸 虛假的愛 大明高中(高中部) 廖唯琇

佳作 G8 G8-0164臺中市 葉泳宜 名嘴交響樂 大明高中(高中部) 鄭淑娟

佳作 G8 G8-0174臺中市 陳怡臻 媒體洗腦生活 新民高中(高中部) 陳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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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G8 G8-0177苗栗縣 江翊凡 臺灣政府「刑」不「刑」? 國立苑裡高中 許惠茹

佳作 G8 G8-0183 屏東縣 陳明亮 小「汙」見大「汙」 屏東高中 許育菁

佳作 G8 G8-0190南投縣 張怡琳 何以為家 國立竹山高中 林碧雲

佳作 G8 G8-0191南投縣 蕭文宣 草殲人命 國立竹山高中 林碧雲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3

總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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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9 G9-089 台南市 林偉丞 別讓娃娃夾走你的薪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特優 G9 G9-010 台北市 邱士軒 控「智」 台北教育大學 許國華

優等 G9 G9-082 台南市 張惠荃 森林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優等 G9 G9-017 宜蘭縣 羅悅心 媒體殺人 佛光大學 羅光志

甲等 G9 G9-093 台南市 林巧柔 無價真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無

甲等 G9 G9-009 台南市 陳舒慈 海龜的家園怎麼了？！！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薇

甲等 G9 G9-046 台北市 蘇妍毓 Denger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G9 G9-012 宜蘭縣 馬士超 深沉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G9 G9-014 宜蘭縣 游少瑜 螢幕指責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G9 G9-015 宜蘭縣 沈秀軒 不要以成績決定孩子的好壞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G9 G9-023 宜蘭縣 徐翊珊 書籤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G9 G9-026 宜蘭縣 王弘威 核平 佛光大學 葉茉俐

佳作 G9 G9-037 新北市 羅人祥 學習 · 壓力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林靜芝

佳作 G9 G9-040 新北市 姚家妍 海洋守護神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林靜芝

佳作 G9 G9-045 台北市 王榆萱 肖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G9 G9-049 台北市 洪子媛 Wish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G9 G9-053 台北市 楊羽慈 混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G9 G9-060 台北市 陳柔安 目不轉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郭龍文

佳作 G9 G9-065 新竹市 曾梓庭 殺不死的塑膠袋 玄奘大學 張邑丞

佳作 G9 G9-077 嘉義縣 蕭宜珊 光說不練 南華大學 郭正雄

佳作 G9 G9-085 台南市 蔡宛儒 看的到卻打不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無

佳作 G9 G9-088 台南市 陳翔琦 歸還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G9 G9-090 台南市 葉孟欣 一起吃飯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無

佳作 G9 G9-092 台南市 許詠瑄 媒體亂象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G9 G9-096 台南市 吳芃蓁 旅程中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8

總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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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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 G10-017 台南市 曾俐瑄 E療末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建芳

特優 G10 G10-018 台南市 張彣毓 井底之蛙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吳定寰

優等 G10 G10-002 桃園市 陳惟瑄 "氣"車霸凌 陸軍專科學校 江蘭

優等 G10 G10-001 新北市 鍾宇傑 高學歷=可教化的免死金牌 國立空中大學 張元俍

甲等 G10 G10-009 台北市 熊于瑩 冷颼颼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 張元俍

甲等 G10 G10-020 高雄市 王莉云 疏忽開車門，連鎖大災難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游美珠

甲等 G10 G10-004 高雄市 潘彥呈 四面霾伏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0

總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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