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洪語岑 洗頭真開心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 無

特優 臺中市 王御擻 吃午餐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吳杰易

優等 彰化縣 陳晏蓉 快樂盪鞦韆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國民小學 葉依涵

優等 臺北市 李唯彤 懷念老火車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曾惠琪

甲等 苗栗縣 劉瀞媛 吃魚變聰明 苗栗縣苑裡鎮文苑國民小學 劉正雄

甲等 臺南市 黃鈞 修船的工人們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許珊榕

甲等 新北市 方紫彤 噩夢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曹彤羽 洗澡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國民小學 游淑梅

佳作 新竹縣 林品綸 黑面舞者到我家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 卓禹岑

佳作 新竹縣 蔡丞希 遊樂園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國民小學 吳璧君

佳作 苗栗縣 呂弦穎 小弦工程行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 傅郁芳

佳作 苗栗縣 何恭睿 綠世界生態農場戶外教學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 詹惠宇

佳作 彰化縣 謝昕羽 旋轉木馬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 陳穗秋

佳作 彰化縣 鄭綺禎 結婚 彰化縣和美鎮和仁國民小學 林秋月

佳作 彰化縣 黃紫瑄 大家來買蛋糕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章惠芳

佳作 雲林縣 陳弘誠 機器人大賽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洪淑貞

佳作 嘉義縣 李昀穎 聚餐中的大螃蟹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蕭淑俐 

佳作 屏東縣 張安晴 阿嬤愛唱歌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唐英好

佳作 花蓮縣 楊喬媗 樂在騎中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陳怡如

佳作 新竹市 吳東諺 南寮放風箏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陳莉玲

佳作 嘉義市 陳竑杰 千里眼與順風耳的守護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徐于婷

佳作 嘉義市 周夏安 市場裡的肉攤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曾瑞媛

佳作 嘉義市 蔡濬宇 樹屋好好玩 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傅勝宥 我愛騎單車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 洪惠玟

佳作 高雄市 鄭書恩 好吃又好玩的夜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楊羽靜

佳作 臺中市 劉宸睿 太空望遠鏡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羅佩娟

佳作 臺中市 楊喜悅 我與媽媽的曬衣場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國

小部
李詩音

佳作 臺中市 黃芊俋 乘涼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莊玉如

佳作 連江縣 徐章偉 當獅子遇上的污染海洋世界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 王佩淇

佳作 新北市 賴冠仁 泡腳趣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李淑媛

佳作 新北市 曾于倫 全家一起夜遊星空 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 陳芷儀

佳作 新北市 陸宣安 樂動旋律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 王若竹

佳作 新北市 陳璟賦 要出發囉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王婕嫣

佳作 新北市 陳思佑 去外太空探險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離鼎 門神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涂美芳

佳作 新北市 宋柏緯 山羊在吃草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賴星妤 火鶴樂園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陳以恩 八家將 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 謝欣容

佳作 桃園市 張鈞棋 宇宙探險
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

學
楊雅玲

佳作 桃園市 劉濟愷 鱷魚公園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李美燕

佳作 桃園市 蔡秝婕 編織藝術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 邱惠琴

佳作 臺北市 郭名堯 露營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黃煜喆 美麗的阿姨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 黃淑華

佳作 臺北市
王子千  Ong

Zi Chian
照顧小羊的快樂時光 台北美國學校

Ms. Stephanie

Lee

佳作 臺北市
廖恩婕

Amber Liao
龍蝦火鍋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

中等學校小學部

章宗熙 Dedy

Chang

佳作 臺北市 游愷諺 長頸鹿森林探險趣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浩羽 考古學家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 陳秋霞

佳作 臺南市 沈禹柔 棒球比賽加油隊 臺南市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 黃律瑋

佳作 臺南市 施詒伶 哥哥的籃球賽 臺南市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 黃律瑋

佳作 臺南市 鄭亘凱 姐姐的鋼琴課 臺南市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 張心瑀

佳作 臺南市 蘇靖恩 我家的寵物 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 施述巽

佳作 臺南市 李昕穎 打籃球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陳瑞郁

佳作 臺南市 莊懿暘 辛勤的礦工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 吳佳樺

佳作 臺南市 廖婧維 睡前故事 臺南市南化區北寮國民小學 郭思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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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洪千賀 我的第一次鋼琴比賽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徐慧穎

特優 臺北市
秦語彤

Tanya Chin
畫學作用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

中等學校小學部

劉雨芬 Debbie

Leu

優等 臺北市 徐敬倫 節能減碳-心靜自然涼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黃昱斌

優等 臺北市
Jesse Chen

陳潔兮

期待帥氣新髮型 Look

forward to Cool style
台北歐洲學校 無

甲等 臺北市 沈怡廷 祈福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羅月卿

甲等 臺北市 徐浩 威武的門神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鄭安修

甲等 臺北市
郭皓倫

Darren Kuo
The Holy Chess 台北美國學校 Ms. Lee

佳作 宜蘭縣 鄔柔安 繁忙的施工現場 宜蘭縣礁溪鄉四結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陳宥勛 大腳車爭霸賽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簡芷彤

佳作 新竹縣 謝昀臻 幸福餃子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謝佩芯

佳作 苗栗縣 吳冠增 爺爺養的鳥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學 高春英

佳作 苗栗縣 張可勳 捕魚大叔大豐收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 黃建德

佳作 雲林縣 吳晉瑋 社區藝術博物館 雲林縣北港鎮朝陽國民小學 蔡宜佳

佳作 嘉義縣 葉柏竑 傳承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吳英秀 

佳作 屏東縣 周宥彤 熱鬧的屏東夜市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鐘惠英

佳作 基隆市 蘇庭安 夜訪螢火蟲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張晏瑀 工作中的人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蔡米凌

佳作 嘉義市 陳安娣 浪甩細絲樂融融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曾郁芳

佳作 嘉義市 石苡葳 夜間火車維修工程 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 蔡佩芸

佳作 高雄市 鄭晴心 戶外教學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林靜

佳作 高雄市 簡悅 看牙?怕怕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

級中學國小部
陳姵安

佳作 高雄市 翁筠軒 演一場皮影戲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 張芬蘭

佳作 高雄市 黃聖凱 大樹下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民小學 蘇桂華

佳作 高雄市 徐暘婷 濕地看鳥 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陳俐利

佳作 高雄市 李芯褕 開心農場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白翰林 多采多姿的園藝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余亭希 熱鬧的夜市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徐愛惠

佳作 臺中市 張庭禎 肥滋滋甕仔雞 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 張明正

佳作 臺中市 陳玥妤 橋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柯麗玲

佳作 臺中市 盛羽婕 變樣的名畫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小學部
林芳玉

佳作 臺中市 朱冠臻 感謝大地的節日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 陳芮祺

佳作 臺中市 鄭丞越 做竹籠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王秀珍

佳作 新北市 劉彥良 和神明聊天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國民小學 辜豑瑩

佳作 新北市 王詩翰 跨越烏俄戰爭的和平超感視界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

小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方詠嫻 木屐工坊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曾鈺雲 走訪沙雕藝術季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陳鈺筑

佳作 新北市 曾暄晴 原藝工坊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蔡佳臻

佳作 新北市 曾品璇 打鐵舖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 吳凱萍

佳作 新北市 程星叡 我的寶可夢機台大師夢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張勇信

佳作 新北市 陳永瑜 刺激的溯溪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曉峰

佳作 新北市 錢宥妡 好吃的炸肉圓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周志勇

佳作 桃園市 林采婕 阿嬤的早餐店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王弈橙 薪傳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 游雅心

佳作 桃園市 黃辰翔 蛙間遊賞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國民小學 許凱雯

佳作 臺北市 黃以琳 Wi-Fi 生活無國界 臺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郭品妤 小「雀」幸 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李美瑩

佳作 臺北市 黃毓翔 豬的哺餵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劉巧涵

佳作 臺北市

廖愷恩

Isabella

Lau Kai’en

小魚的新家 台北美國學校 Mr. Youssif

佳作 臺南市 陳立昂 蓋房子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許舒惠

佳作 臺南市 邱可喬 畫中話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無

佳作 臺南市 朱妙雪 搗穀臼米喜收成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國民小學 蔡克旻

佳作 臺南市 熊峻辰 遊樂園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林妍眉

佳作 臺南市 黃子彧 三仙台遊記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民小學 黃彗倩

佳作 臺南市 陳玥筑 騎樓下的彩繪師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碧慈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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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王歆茗 奇幻遊樂園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新北市 徐安 造船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張美玲

優等 臺中市 王泳淳 烤魷魚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顏麗娟

優等 屏東縣 潘學碩 魚缸奇幻世界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謝昀儒

甲等 屏東縣 吳曼瑄 廟口的龍柱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許元臻

甲等 臺南市 蔡承祐 開挖囉！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甲等 臺中市 林昱臻 畫糖人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宜蘭縣 楊丹語 倒垃圾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朱育璇 拉拉山露營初體驗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蕭維霆

佳作 彰化縣 李桐彤 夜市撈魚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張喬甯 向日葵遊樂場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南投縣 賴宥羽 螃蟹餐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 林麗馨

佳作 雲林縣 唐采甯 與湖中惡霸魚虎搏鬥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簡佳倚

佳作 雲林縣 郭富堡 整修廟宇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鄧金珠

佳作 嘉義縣 周品涵 稻草人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何志晃 

佳作 屏東縣 張文良 養雞人家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張甄真

佳作 屏東縣 林旻儀 藍染體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陳金萍

佳作 屏東縣 陳世焮 虎尾糖鐵甘蔗甜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唐瑀

佳作 新竹市 陳映語 什麼…鳥地方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王桐恩 夏日「趣」旅行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江奕靚 製香中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佳作 嘉義市 江芳倪 忙碌的機車行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曾曉梅

佳作 嘉義市 莊量承 八家將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曾曉梅

佳作 高雄市 方思柔 歡樂鐵板燒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李唯碩 忙碌的修車廠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張議文 溫泉，暖呼呼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劉詠琪 七月鬼門開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林筠喬 熱鬧的漁市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劉侑欣 手工花布袋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劉妍沁 手工紙藝大士爺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羅予妍

佳作 臺中市 陳宥霖 幫阿里山小火車洗澡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臺中市 李柏謙 公園裡的錦鯉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臺中市 張宸翊 倒垃圾時間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鐘兆慧

佳作 臺中市 王繡綺 貓奴一族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新北市 王韶妤 彩色薑餅屋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江俊德

佳作 新北市 鍾蕎卉 踢足球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李芳菁

佳作 新北市 張宸睿 出巡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劉一霖

佳作 新北市 劉奕廷 辛苦的建築工人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佳作 新北市 簡辰樺 三峽老街好熱鬧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紀孟均

佳作 新北市 邱貫哲 好想去八坂神社玩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紀孟均

佳作 新北市 周沁亮 參觀奇美博物館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桃園市 蔡孟澄 咖啡豆烘焙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邱婉婷

佳作 桃園市 卓楷袺 修重機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葉永慈

佳作 臺北市 魏于蕎 過年返鄉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戴貝羽

佳作 臺南市 胡馨 熱鬧的火鍋大餐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曾宜萍

佳作 臺南市 謝怡喬 動物澡堂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柯玫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張勝勛 修車場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劉芳伶

特優 屏東縣 簡妍軒 甜粿飄香薪火相傳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連晨帆

優等 高雄市 劉家和 逼真驚險的虛擬實境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蘇意評

優等 雲林縣 丁于恩 文蛤採收 雲林縣臺西鄉臺西國民小學 陳亭瑄

甲等 臺北市 溫斯平 出遊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陳雨禾

甲等 新北市 楊鎮哲 偶遇，水滸英雄！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曾瀛葦

甲等 雲林縣 蔡宗昀 薪傳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國民小學 林佳蓉

佳作 宜蘭縣 董渝君 充滿人情味的中藥行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吳品毅 繞境 祈福 宜蘭縣壯圍鄉壯圍國民小學 賴文達

佳作 新竹縣 邱宥輔 釣蝦趣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古詩旋

佳作 彰化縣 李依潔 大佛雕塑工廠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余秀娥

佳作 彰化縣 姚育緁 神奇柑仔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賴冠如

佳作 彰化縣 洪丞亮 阿公的修車廠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小惠

佳作 雲林縣 薛芷綺 酸菜香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張若筠

佳作 嘉義縣 邱紳睿 遏手把 嘉義縣布袋鎮景山國民小學 王秀榕 

佳作 嘉義縣 何瑋哲 辛勤工作的人 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 蔡宜蓉 

佳作 屏東縣 王亮勻 懷念的古早味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林淑卿

佳作 屏東縣 鐘大翔 水災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劉世菁

佳作 新竹市 劉宜霈 北港炸轎文化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李玲瑩

佳作 新竹市 鄭謙牧 未來教室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曹立人 忙碌的三號機械廠 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 何燿州

佳作 嘉義市 蕭閔馨 愛花愛生活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劉惠真

佳作 高雄市 王靖崴 夜景一角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羅彩月

佳作 高雄市 曾禹綸 甜點狂歡節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莊嵐雅

佳作 高雄市 沈雨靚 歡樂露營趣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楊雅媜

佳作 高雄市 陳玉嫈 八家將陣頭表演 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 劉俊緯

佳作 臺中市 余詠涵 哭泣的大海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 賴姝秀

佳作 臺中市 劉語恆 藍色奏鳴曲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王仁羣

佳作 新北市 吳柏勳 穿越-林開郡洋樓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 李姿樺

佳作 新北市 陳姿璇 樂遊海底世界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周怡吟

佳作 新北市 黃煒承 高大威武的石獅子 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 施文心

佳作 新北市 簡友菲 夜市一角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楊絢媧 夜市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林家妍

佳作 新北市 李彥霈 洋蔥山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 羅珠碧

佳作 新北市 陳奕竹 讓我們一起為海洋減塑!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郭亭妤 理髮店一角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曉峰

佳作 新北市 楊又霏 擋不住的滋味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李欣宜

佳作 桃園市 曾宇岑 老街一遊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 黃承欽

佳作 桃園市 古慜禾 泳保安康-疫情下的游泳課
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華

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邱莉惠

佳作 桃園市 鄒秉勳 原住民雕刻趣 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 李瑞芬

佳作 桃園市 丘采臻 道路施工 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 許雅茹

佳作 臺北市 施秀妍 搶孤 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 李玲

佳作 臺北市 Winnie Hsu 愛的滋味 臺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蔡凱萱 熱鬧伴手禮店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葉碧苓

佳作 臺北市 簡楚維 寺廟工藝傳承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謝詩琳

佳作 臺北市 劉怡宏 炭燒杏仁茶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

中等學校國小部
李佩珊

佳作 臺北市

黃昕亞

Serena

Kelly Huang

母愛似海洋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范芸婕

Effie Yun-

Chieh Fan

保護與收容  棲息與共生 希

望之樹
台北歐洲學校 無

佳作 臺南市 林暐澄 辛勤工作的酷熱現場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黃斐雯

佳作 臺南市 邱瀚賢 大興土木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朱笠萍

佳作 臺南市 張詠晴 職場烘焙學習 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 陳宜君

佳作 臺南市 陳文俞 師傅sai-hū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 林桂英

佳作 臺南市 温品惟 做工的人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余清鋒

佳作 臺南市 林意珍 熬夜趕工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林家祺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中市 姚彥寬 種籽博物館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王馨蓮

特優 臺南市 鍾祺葳 跟阿嬤一起包餃子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優等 臺北市 楊壹壹 我們在客廳拍全家福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優等 臺中市 鄭雅澧 老街曙光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蔡慧瑩

甲等 臺南市 劉昇豪 街角一隅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甲等 基隆市 吳若雅 娃娃機的誘惑 基隆市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謝素月

甲等 臺南市 郭姝岑 烈日下的英雄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黃胤蕾 蚵仔煎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台緯

佳作 新竹縣 鍾佑昀 我家的咖啡店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黃乙軒

佳作 苗栗縣 林芊妤 巷子裡的小籠包店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吳婉舒

佳作 彰化縣 張芷熏 藝起話畫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陳蔚禎

佳作 彰化縣 林筠澄 採蓮趣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李家柔

佳作 雲林縣 賴秉澤 採玉米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簡佳倚

佳作 嘉義縣 盧宥心 好藥堂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佳作 屏東縣 林安亞 參觀農具展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李國維

佳作 屏東縣 李婕瑜 原住民木作之美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王靜怡

佳作 屏東縣 吳祥富 採香菇紀事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李寶春

佳作 基隆市 汪子晴 漁獲 基隆市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謝素月

佳作 新竹市 葉姵妤 花蓮我來囉！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程婉婷

佳作 嘉義市 林承翰 繁華的市集百態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高玉娟

佳作 高雄市 施品睿 阿里山林務風華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佳崟 南島語族?足跡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陳品儒

佳作 高雄市 蕭理一 參觀古蹟趣-百年扇形火車庫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呂孟穎

佳作 高雄市 盧信凱 造橋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呂孟穎

佳作 高雄市 陳裕家 八家將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楊如君

佳作 高雄市 黃丞妤 遶境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洪琨祐

佳作 臺中市 彭瑀涵 美好的舊時光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臺中市 林煒捷 工地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新北市 戴晨晰 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廖彥慈

佳作 新北市 蘇亞彤 熱鬧的辦桌文化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廖彥慈

佳作 新北市 邱子玹 摸蛤蜊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簡芝舷

佳作 新北市 廖桀克 鯨豚擱淺救援紀錄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琬蓉

佳作 新北市 萬以琳 傳承文化的使命---花燈師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琬蓉

佳作 桃園市 曾宏育 曬柿餅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李佑珊

佳作 桃園市 鄭竤耀 修飛機，真複雜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羅兆鈞

佳作 桃園市 林辰洋 澎湖鯨魚洞之旅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鄭友茵

佳作 臺北市 王品翔 佛像雕刻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臺北市 楊典橙 腳踏車店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方芊雯

佳作 臺南市 徐詩涵 修廟趕工中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蕭朋涵 空氣污染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洪彙晴 工作中的媽媽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邱鈺雯

佳作 臺南市 王堂聿 分身乏術的打鐵人生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詹子誼 阿公的烤漆工廠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陳宥均 阿公的魚塭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7

總計 4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