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國小中年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蔡品郁 無從下手的大野狼 集美國小 林盈君

特優 台北市 陳宗駿   最後的晚餐   復興國小 林佳民

優等 台北市 賴盈穎   天下父母心   幸安國小 陳玉芸

優等 桃園縣 徐湘婷 絞盡腦汁 大溪國小 李蘇子

甲等 新北市 陳妤宣 人的享受與大地的傷害 興南國小 劉白雀

甲等 新北市 林顥哲 空氣污染之黑臉媽祖 正義國小 王麗雅

甲等 雲林縣 范文義 擂台悲歌 大埤國小 蘇雅雯

入選 新北市 羅允紹 龍來讀冊 及人小學 林瑪琍

入選 新北市 黃中佑 水深火熱的補習生活 鶯歌國小 鍾雅育

入選 新竹縣 李祉賢 速食 竹北國小 邱素雯

入選 新北市 梁賀程 慢吞吞大王 光華國小 王鈴蘭

入選 新北市 陳彥瑜 拒用「保利龍」! 光華國小 王鈴蘭

入選 新北市 黃詩諒 大人不喜歡我們做的事 榮富國小 謝宜璉

入選 新北市 湯宗翰 禁煙 溪洲國小 楊正民

入選 新北市 黃  謙 口水戰 板橋國小 劉明黎

入選 新北市 胡羽岑 抽菸最討厭 安坑國小 林芳生

入選 新北市 周政偉 旋轉遊樂園 猴硐國小 葉立德

入選 新北市 鍾喬安 夏日捕蟬趣 北新國小 周佳建

入選 新北市 藍芷寧 可惡！我生氣了！ 金山國小 吳逸勛

入選 台南市 蔡嘉祐 進退兩難 億載國小 龔婷純

入選 金門縣 鄭凱倫 不刷牙便蛀牙 多年國小 余宛錡

入選 金門縣 呂耕驊 生多多樂多多 多年國小 余宛錡

入選 澎湖縣 許芃葳 壁虎嚇母老虎 東衛國小 許順吉

入選 台北市   盧于璇     可怕的海嘯   老松國小 蔡顯進

入選 台北市   蔡依庭     地球生病了   老松國小 蔡顯進

入選 台北市 吳牧慈   睡著的裁判   光仁國小 羅文琦

入選 台北市   虞子諒     捷運一角   復興國小 林佳民

入選 台北市   高碩廷     人類博物館   新民國小 焦素玲

入選 新竹市 周健翔 套圈圈 新竹國小 林昭瑾

入選 嘉義縣 林采衣 書壓—抒壓 桃源國小 胡淑珍

入選 嘉義縣 林冠妤 69 天後的我 梅山國小 吳麗玲

入選 嘉義縣 李偉誠 好孩子要刷牙 北美國小 蘇玉芝

入選 雲林縣 呂芃臻 試穿糗記 北辰國小 胡訓祥

入選 宜蘭縣 林侑頡 我的諾亞方舟 北成國小 劉怡倩

入選 高雄市 張家薰 綠能環保飲料店 王公國小 龔柔君

入選 高雄市 顏楷齊 聞塑化色變 四維國小 洪陽誠



入選 高雄市 魏靖紋 恐龍牙醫診所 十全國小 鍾欣臻

入選 高雄市 林品安 看牙記 愛國國小 林怡君

入選 桃園縣 林芷妤 3D 震撼 大溪國小 黃秀金

入選 桃園縣 張瑄軒 我快變成漢堡了 快樂國小 吳有登

入選 彰化縣 劉庭碩 阻擋救護車 南郭國小 黃麗芬

入選 彰化縣 林茂瓏 反霸凌 萬來國小 龍美君

入選 連江縣 施品羚 哭泣的北極熊 坂里國小 陳孜涵

入選 連江縣 王妘甄 塑化危機，神仙也沒轍! 坂里國小 陳孜涵

入選 台中市 魏彤宇 萬能的老 爸 大同國小 余彗菁

入選 台中市 何秉叡 猴子嬉遊記 大同國小 李祐臣

入選 台中市 朱品瑄 長頸鹿從 3D 畫中跑出來了 文昌國小 朱莉文

入選 台中市 劉冠伶 用 ipad 催生雞蛋 南陽國小 林瓊照

入選 台中市 陳彥婷 幸福特攻隊 三和國小 朱晏臨

入選 屏東縣 許修銘 我的夢想書樂園 東隆國小 李淑娟

入選 南投縣 蔡欣妤 草鞋墩農耕 草屯國小 黃明志

入選 南投縣 梅茵棋 酒後吐心聲 敦和國小 吳建銘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5     

總計 5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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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王韻婷 北平烤鴨 永康國小 林鳳君 

特優 新北市 林詩韻 打破花瓶的莎莎 自強國小 李芳菁 

優等 桃園縣 羅芷婕 如果沒帶國語課本 桃園國小 陳懿萍 

優等 屏東縣 張銘鴻 未來的 2012 方舟 東隆國小 孔美惠 

甲等 宜蘭縣 簡莉庭 木乃伊 中山國小 廖慶昌 

甲等 新北市 林文誠 金紙汙染全世界 新埔國小 林宏信 

甲等 台南市 陳依琳 烤 立人國小 蔡金燕 

入選 新北市 曾瀚逵 陸客觀光 永平國小 徐坤德 

入選 新竹縣 莊芸萁 獸醫的一天 新社國小 張淑雯 

入選 新北市 張斯晴 換我吸你的血 修德國小 林紫薇 

入選 新北市 林宜萱 肥胖背後的真相 修德國小 吳玉琳 

入選 新北市 張凱筑 魔豆的神力 修德國小 吳玉琳 

入選 新北市 黃亮淳 泡湯趣 泰山國小 周見信 

入選 新北市 莊立綸 再見全壘打 新埔國小 林宏信 

入選 新北市 江晏禎 打電腦 新埔國小 林秀娟 

入選 台南市 尤騰毅 吃...吃...大口吃！ 立人國小 徐敬婕 

入選 新竹市 廖昫芃 放天燈 竹大附小 葉王盛 

入選 新竹市 陳奕蓁 「針」害怕 竹大附小 葉王盛 

入選 嘉義市 李威霖 魔鏡！魔鏡！世界上誰最瘦 大同國小 李佩儒 

入選 宜蘭縣 陳  欣 電動人生 成功國小 蔡昱文 

入選 宜蘭縣 游翊民 媽媽生氣 中山國小 張文志 

入選 高雄市 陳敬衡 美人計 林園國小 羅正傑 

入選 高雄市 陳亦婷 物以類聚 七賢國小 蔡淑芬 

入選 高雄市 廖苡辰 地球生病了 林園國小 賴淑靜 

入選 高雄市 蔡宜樺 父母的願望機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高雄市 蔡凱任 足部按摩 七賢國小 蔡淑芬 

入選 高雄市 陳會森 農夫與牛 鳳西國小 陳伯全 

入選 高雄市 謝伊亭 海嘯 七賢國小 蔡淑芬 

入選 桃園縣 王  昕 熱氣球之旅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桃園縣 陳瀅絜 捕魚樂 中壢國小 邱婉婷 

入選 桃園縣 袁敏軒 八角怪物 中壢國小 何惠蘭 

入選 台中市 林羽柔 廚房老鼠別追我 大元國小 陳信有 

入選 台中市 鄧佑家 熱線中 大同國小 王馨蓮 

入選 苗栗縣 邱冠澄 蟑螂軍隊來攻擊 通霄國小 郭玲均 

入選 苗栗縣 徐芮吟 對牛彈琴 大同國小 溫奇才 

入選 屏東縣 蕭以訢 動物作弊大觀 民和國小 許修維 



入選 屏東縣 邱子恩 樹木的憤怒狂想 東隆國小 李寶春 

入選 屏東縣 邱子祐 噪音大車拼 東隆國小 李寶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1     

總計 38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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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許沛緹 熱到大佛都受不了 忠孝國小 許宗仁 

特優 新北市 黃詩涵 變調的神話故事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優等 台北市   彭冠傑     草蝦的命運   復興國小 王貞懿 

優等 基隆市 李姿葶 愛護小動物 武崙國小 薛丞堯 

甲等 台南市 李子浩 自由？ 協進國小 劉胤含 

甲等 台中市 童品華 貓的快樂時光 清水國小 蔡幸妤 

甲等 新北市 王怡諼 HOT！HOT！HOT！ 北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新北市 劉姿吟 蛀牙派對 文林國小 郭琼慧 

入選 新竹縣 陳薇因 塑化劑 新社國小 周敬模 

入選 新竹縣 詹子妍 遵守交通規則連神明都挺你 光明國小 卓禹岑 

入選 新北市 龍暐翔 品質保證!? 集美國小 林盈君 

入選 新北市 許睿庭 坐想豈成 蘆洲國小 吳麗玲 

入選 新北市 陳韋霖 壓力 文化國小 張碧芬 

入選 新北市 林詠心 別跟死神交朋友 中港國小 陳榮清 

入選 新北市 蔡佩恩 誰來救救我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入選 新北市 劉姵雯 中秋烏面嫦娥 北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新北市 賴珈融 惡靈退散 北新國小 周佳建 

入選 新北市 何承婕 你們會不會太超過啦！ 北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金門縣 洪宜恆 與芋頭共鼓 上岐國小 李  安 

入選 台南市 翁陞諺 看牙齒 新泰國小 陳玟君 

入選 台北市 陳薇妮   馬路狂想曲   成德國小 許美麗 

入選 台北市 汪庭瑄   解決發燒的妙方   光仁國小 羅文琦 

入選 台北市 王莉蓁   作弊   景興國小 吳憶禎 

入選 台北市 林女爚   好球   大安國小 王苑琪 

入選 新竹市 曾威霓 法老也瘋狂 東門國小 廖施景 

入選 嘉義縣 陳冠佑 差很大 景山國小 黃玉婷 

入選 嘉義縣 楊季璇 我的生日狂想曲 祥和國小 王吉源 

入選 嘉義縣 侯怡華 「塑」食主義 雙溪國小 楊政峯 

入選 雲林縣 謝汶倍 六輕工業—家園的悲歌 麥寮國小 江麗美 

入選 雲林縣 林宜霆 貧富差距 安慶國小 劉家芳 

入選 雲林縣 吳文豪 玩偶 台西國小 黃靖惠 

入選 嘉義市 陳冠維 廟會 林森國小 黃淑華 

入選 基隆市 李姿葦 自由女神變裝 武崙國小 薛丞堯 

入選 基隆市 蔡淇昀 該吃點蔬果啦！ 武崙國小 薛丞堯 

入選 高雄市 呂昊頤 怕鬼 瑞興國小 陳靖銳 

入選 高雄市 黃誼方 升學壓力 大寮國小 彭嘉妮 



入選 高雄市 呂玠融 溼地生態 瑞興國小 陳俐妏 

入選 桃園縣 于  皓 「毒」你千遍也不厭倦 桃園國小 吳素鑾 

入選 桃園縣 李東翰 填鴨式教育 西門國小 夏其玖 

入選 台東縣 張  菡 上學壓力大 新生國小 劉睿紳 

入選 彰化縣 李宥萱 塑化劑的惡夢 和東國小 賴冠如 

入選 彰化縣 張祥恩 我想成為你的朋友 和美國小 張俊郎 

入選 連江縣 陳澤華 蚱蜢大樂團 塘岐國小 陳曉瑋 

入選 連江縣 陳昱廷 紙上談兵 塘岐國小 陳曉瑋 

入選 台中市 陳亮瑜 企鵝一家親 塗城國小 鄭曉琦 

入選 台中市 廖偉彤 貪官 忠明國小 何思宸 

入選 台中市 李驊恩 北極熊—我的家在哪裡? 南陽國小 張家毓 

入選 台中市 陳俐帆 淹沒的世界 南陽國小 卓志明 

入選 台中市 管亭棻 憤怒的老師 豐田國小 王仕萍 

入選 苗栗縣 張佑甄 魔法帽子撲克牌 苑裡國小 張哲源 

入選 屏東縣 江淨慧 喝太多,再多護身符也沒用 復興國小 符寧珍 

入選 屏東縣 鄭承揚 讓座吧! 東隆國小 孔美惠 

入選 南投縣 黃聖琁 壓力太大 草屯國小 鄭月雲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6     

總計 5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國小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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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林縣 陳芓璇 變形金剛門神 元長國小 周冠良 

特優 高雄市 李子群 新鮮外送 七賢國小 吳政儒 

優等 新北市 陳怡臻 動物們的反撲 自強國小 蔡品純 

優等 屏東縣 洪維晨 我的「清明上河圖」之旅 東隆國小 吳佩真 

甲等 屏東縣 李逸瑄 人比狗不如 中正國小 許元臻 

甲等 高雄市 黃至瑍 沉思 七賢國小 陳致豪 

甲等 台南市 邱筱喬  家暴陰影 新進國小 陳美樺 

入選 新北市 陳彥宏 上帝救救我 永平國小 林玉仙 

入選 新北市 陳禹丞 垃圾的反撲 自強國小 蔡品純 

入選 新北市 蘇垣卉 「狗」娜麗莎的悲歌 永平國小 林玉仙 

入選 新竹縣 黃毓棻 學生寫生記 新社國小 賴金英 

入選 新北市 陳芃安 別把醫院當你家 修德國小 林紫薇 

入選 新北市 蘇庭儀 網路交友陷阱多 修德國小 吳玉琳 

入選 新北市 石蕙瑜 爸媽別再罵我了 修德國小 吳玉琳 

入選 新北市 許碩容 游泳奇想 泰山國小 周見信 

入選 新北市 戴吟輿 美飲的背後 新埔國小 林宏信 

入選 台南市 顧之涵 分秒必爭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台南市 蔡明勳 會動的畫作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台南市 潘儀薰 好累喔 新進國小 賴洲玉 

入選 台北市   曾詩雅     歡樂海洋世界   建安國小 陳璽元 

入選 新竹市 黃儀婷 對話 竹大附小 趙雯津 

入選 雲林縣 沈欣儀 人生公寓 元長國小 何雪芳 

入選 嘉義市 陳柏勛 愛用國貨?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嘉義市 張羽菁 麥當勞叔叔立志要減肥 大同國小 曾曉梅 

入選 嘉義市 曾于晏 人肉大餐 大同國小 曾曉梅 

入選 宜蘭縣 潘昱任 救救北極熊 成功國小 林紀美 

入選 高雄市 陳琪蓁 畫展驚奇記 七賢國小 吳政儒 

入選 高雄市 李芷彤 百年塑人 林園國小 李宜芳 

入選 高雄市 謝宇泉 喝酒傷身命不保 屏山國小 李一峰 

入選 高雄市 潘英發 吃垮地球 鳳西國小 無 

入選 高雄市 楊文嘉 小怪獸瘋狂粉絲團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台東縣 韓侑丞 地球村 東大附小 陳怡靜 

入選 台東縣 陳宇玄 塑化劑大戰 東大附小 張丁一 

入選 彰化縣 陳品玲 好想玩 僑信國小 呂淑靖 

入選 彰化縣 江詠筑 可怕的塑化劑 僑信國小 呂淑靖 

入選 花蓮縣 謝維妮 可怕的漢堡 中原國小 林朝祥 



入選 花蓮縣 陳俐蓉 藥命人生 中原國小 蔡勝壽 

入選 台中市 李珮甄 雞飛狗跳 大同國小 冉治平 

入選 台中市 邱品融 自由女神下水典禮 大同國小 冉治平 

入選 屏東縣 童秀祥 孔子顯靈抗覇凌 民和國小 許修維 

入選 屏東縣 陳研陵 都是蘋果的晚餐 中正國小 張簡郁娥 

入選 屏東縣 徐誠鴻 不給薪水就罷工 中正國小 許元臻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5     

總計 4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國中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高雄市 陳泯斈 超人不會飛 鳳山國中 無 

特優 高雄市 葉宗儒 節能救地球 高師大附中(國中部) 羅笙豪 

優等 新北市 陳品君 全球暖化大危機 永平高中 賀楚僑 

優等 澎湖縣 劉妙慈 最後的晚餐 文光國中 陳德明 

甲等 新北市 許真榕 辦公室大觀園 江翠國中 程文鈺 

甲等 高雄市 林紫洵 網路迷思 陽明國中 蕭穎恬 

入選 新北市 余宗軒 找工作，看清楚! 福和國中 林貴甌 

入選 新北市 陳盈蓁 搶包狂人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竹縣 唐藝庭 夕陽海岸 博愛國中 謝敏文 

入選 新北市 周家豪 城市森林 淡江中學 林麗娟 

入選 新北市 廖珺如 隨手關燈救自己 金陵女中 鄭硯如 

入選 新北市 陳映璇 狂牛症的危害 正德國中 張玉珍 

入選 新北市 謝憫震 大自然的天敵—人類 明志國中 周清文 

入選 新北市 宋沂錚 迷「網」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曾子恩 壓力 聖心女中 吳秀倫 

入選 新北市 李佳蒨 毒轟趴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陳米琪 美味的秘密 中山國中 呂佳蓉 

入選 新北市 簡晨卉 害人不淺 溪崑國中 蔡福仁 

入選 新北市 陳子苓 靡靡之音 瑞芳國中 蘇正順 

入選 台南市 戴博媛 別再改了 建興國中 楊淑芳 

入選 金門縣 蔡 香 異想天開 金城國中 葉彝丞 

入選 台北市 陳思朵   大樹 VS 爆炸   麗山國中 溫梅桂 

入選 台北市 李旻澤   綠建築   敦化國中   無   

入選 台北市 洪永潔   末日預言—誰說了算?!   景興國中 王彩妙 

入選 台北市 陳稚沂   森林裡最後一顆樹   萬芳高中(國中部) 莊婷琪 

入選 台北市 林鈺庭   束縛   復興國中 林樂鈞 

入選 台北市 劉葳妮   學飛   衛理女中 黃翔琳 

入選 台北市 李宜軒   衍   蘭雅國中 翁千雅 

入選 雲林縣 吳劭軒 學習螞蟻的精神 正心中學 王怡文 

入選 嘉義市 賴玟君 壓力一直來一直來 嘉華中學 彭舒渝 

入選 宜蘭縣 游筱如 考試也瘋狂 凱旋國中 游文潭 

入選 宜蘭縣 林祈丞 月球浩劫 羅東國中 黃孟樵 

入選 宜蘭縣 洪瑜彤 微笑 羅東國中 陳俊勳 

入選 高雄市 陳浩瑄 用筆創造我的世界 鳳山國中 無 

入選 高雄市 鄭雅云 又是大選時 五甲國中 江家禎 

入選 高雄市 吳晨嫚 風光不再 五福國中 高夢霞 



入選 高雄市 龔柏亘 披麻帶孝？笑？ 復華中學(國中部) 李秋萍 

入選 高雄市 謝宜家 多采多 「豬」的生活 橋頭國中 李玉婷 

入選 高雄市 呂佳洺 永無休止的考試 鹽埕國中 莊淑華 

入選 高雄市 黃群方 養魚專家也瘋狂 七賢國中 黃士峯 

入選 桃園縣 黃靖雅 美味食品暗藏危機 振聲高中(國中部) 陳蕙萍 

入選 桃園縣 許家綺 燦爛的一百年 中壢國中 邱園庭 

入選 桃園縣 官圓融 逃避 復旦高中(國中部) 游佳琪 

入選 彰化縣 黃世維 毒塑 彰安國中 柯宜雯 

入選 彰化縣 陳昱云 核廢料 陽明國中 無 

入選 彰化縣 施宇駿 塑化風暴 鹿鳴國中 張  銓 

入選 台中市 侯逸齡 全民瘋太子 四箴國中 蔡旻欣 

入選 台中市 羅怡婷 織錦‧喚回榮光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入選 台中市 陳貽偉 原來她是個學生 惠文高中(國中部) 洪千琪 

入選 台中市 鄭詒謙 人口危機 東山高中(國中部) 潘慧君 

入選 屏東縣 簡俐珊 電腦「人」? 明正國中 王耀新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入選 45     

總計 51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國中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竹縣 湯  羚 諾亞方舟？ 竹北國中 范逸芳 

特優 高雄市 王品萱 愛水診所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優等 新北市 周柏叡 心中的烏托邦 泰山國中 李以新 

優等 新北市 蔡東佑 享受冷氣，燃燒大地！ 泰山國中 李以新 

甲等 新北市 楊珈茵 被遺忘的地球 淡水國中 高琇慧 

甲等 新北市 齊沛瑜 獨居老人等無人 崇光女中 鄧慶齡 

甲等 新北市 陳寯浩 衡量 淡水國中 高琇慧 

入選 新北市 劉亦芸 恐龍法官 福和國中 李冠瑢 

入選 新北市 龎運淇 直昇機媽媽 福和國中 李冠瑢 

入選 新北市 李東原 專業？倫理？ 中和國中 彭彥芳 

入選 新竹縣 傅  安 未來的重擔 竹東國中 彭雅芳 

入選 新竹縣 呂品道 拾「垃」 竹北國中 古一君 

入選 新北市 郭采霖 攏係恁害ㄟ！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新北市 劉恩霈 驅逐暴力，Go！ Go！ Go！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新北市 吳定儒 我的面子，想變就變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台南市 李信穎 民生經濟搶孤戰 永康國中 周亮吟 

入選 台北市 陳柏蓉   撒旦的黑心料理無所不在  五常國中 林惠倩 

入選 台北市 張家寧 「新生」的悲歌     五常國中 林惠倩 

入選 台北市 凌倫翎   做白日夢的下場   古亭國中 黃愛淳 

入選 台北市 田心如   民俗療法   金華國中 李健銘 

入選 台北市 劉芸汝   超人難抵文明病   金華國中 李健銘 

入選 台北市 陳彥雯   破壞   金華國中 李健銘 

入選 台北市 陳彥樺   我是誰?   金華國中 李健銘 

入選 台北市   劉安婕    肥胖症   百齡高中(國中部) 林祖宏 

入選 新竹市 彭絜琳 「補教」人生 建華國中 林淑鈴 

入選 雲林縣 江文婷 百年好合樂安康 虎尾拯民藝術實驗分校 徐翊鈞 

入選 基隆市 蔡明娟 冰河危機 安樂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入選 宜蘭縣 李琳琳 潮一宅男 宜蘭國中 陳惠菊 

入選 宜蘭縣 陳玟玲 花花危機 東光國中 潘勁瑞 

入選 宜蘭縣 黃祖浩 最後的審判 宜蘭國中 黃郁雯 

入選 高雄市 王麗珊 大富大「匱」 鳳山國中 施瓊斐 

入選 高雄市 陳奕伶 婚前婚後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顏綺萱 毀滅的真相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徐一瑄 美味「塑」食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陳品汝 鱷＝惡 壽山國中 丁連進 

入選 高雄市 詹于玟 人間「鏈」獄 鳳山國中 施瓊斐 



入選 桃園縣 彭郁茜 優質節目?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桃園縣 姜怡君 虛偽的人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桃園縣 李瑩姿 不要餵我了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桃園縣 江侑玲 藝國風情 楊梅國中 吳坤憲 

入選 桃園縣 古子諒 希望？還是壓力？ 楊梅國中 吳坤憲 

入選 彰化縣 黃翊涵 數不完的羊咩咩 明倫國中 蔡靜韻 

入選 彰化縣 許寗崴 救世金剛 彰安國中 梁素梅 

入選 花蓮縣 邱姿華 垃圾&食物 國風國中 湯香櫻 

入選 台中市 黃于芩 世界蘋果排行榜 五權國中 劉淑菁 

入選 台中市 許容瑄 逐夢想的天梯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入選 台中市 張家雯 考場如戰場 大華國中 賴瑞珍 

入選 苗栗縣 林庭伊 老婆我們再來吧！ 興華高中(國中部) 葉信宜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1     

總計 48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高中職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台北市   勞凱琪    低頭族   協和工商 高君豪 

特優 高雄市 張衣貴 物歸原主 海青工商 楊郁芳 

優等 高雄市 胡雅淇 
若再「煙煙不熄」 

就會奄奄一息 
中山大學附中 黃保荐 

優等 彰化縣 陳思潔 車箱．冷漠 溪湖高中 簡世哲 

甲等 台北市   徐藝霖    井底之蛙   協和工商 呂水世 

甲等 台北市 魏孜芸   傳家之寶   中山女中 周育妏 

甲等 台北市 鄭  安   出淤泥而不染?    復興高中 朱晶明 

入選 新北市 陳家萱 偷斤減兩 淡江高中 楊成傑 

入選 新北市 楊凱婷  在物質堡壘上失落的童年 丹鳳高中 游薏雙 

入選 新北市 游于萱 冰箱裡的北極熊 泰山高中 李佳育 

入選 新北市 張惟淳 無處不毒 板橋高中 顏椀君 

入選 新北市 王啟修 原來如此 及人中學 邱瑞珍 

入選 台南市 黃寓筠 你！吃得安心嗎？ 光華女中 王耀騰 

入選 台南市 許菁旂 你！撐得住嗎？ 光華女中 王耀騰 

入選 台南市 尤怡蘋 貧富之間 台南高商 莫嘉賓 

入選 台南市 林盈均 守護 北門高中 郭盈君 

入選 台北市   林柏宏    心城默   南湖高中 賴宛瑜 

入選 台北市 葉泇宜   大自然的反撲   第一女中 蘇郁涵 

入選 台北市 陳郁霖   開心樹   第一女中 黃肇基 

入選 台北市   林子檸    我們這一班   第一女中 黃肇基 

入選 台北市   丁雨葳    尋   中山女中 陳怡茹 

入選 台北市 麥  瑞   真是好狗命！   再興高中 張元俍 

入選 台北市   張湘華    千人麵   大安高工 吳俐瑤 

入選 台北市 張信雅   捷運上的沉思者   泰北高中 粘壽星 

入選 台北市   廖崇量    矇學園   薇閣高中 蔡孟桓 

入選 雲林縣 林文彬 末日恐慌 揚子高中 吳冠瑩 

入選 嘉義市 翁秀名 色．誘 嘉義家職 李素練 

入選 基隆市 朱冠勳 教室驚魂 二信高中 薛佰銘 

入選 基隆市 張莉翎 升學、壓力、青春 暖暖高中 張秋黛 

入選 宜蘭縣 游佩恩 無形的烤箱 羅東高中 潘勁瑞 

入選 高雄市 蔡牧耘 誰「霸」誰 仁武高中 宋淑英 

入選 高雄市 雷京叡 喜宴？ 中正高工 莊彩琴 

入選 高雄市 吳泊諭 北風與太陽 中正預校 林南宏 

入選 高雄市 黃筱勻 八仙過海花車遊行 小港高中 楊宗坤 

入選 高雄市 徐玟銓 保育？飽慾？ 高雄高商 許心玫 



入選 高雄市 洪玉珊 無殼的只有蝸牛嗎? 三民高中 王仁宏 

入選 高雄市 周昕成 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 高雄中學 蔡佩家 

入選 高雄市 王  栗 
就算是虛假的也好， 

讓我快樂！ 
海青工商 曾耀緯 

入選 桃園縣 呂怡柔 怒吼 振聲高中 賴冠亨 

入選 台東縣 張晉嘉 小心被「菸」死 台東高中 王銘雅 

入選 台東縣 黃貴忠 誰吃了地球？ 成功商水 姚梅竹 

入選 桃園縣 陳璿伊 融 復旦高中 游佳琪 

入選 彰化縣 陳宛妤 美麗迷失 溪湖高中 李益銘 

入選 屏東縣 鍾玉軒 不同的妳 屏東女中 蔡麗雯 

入選 屏東縣 梁登豪 未來—夢想之章 美和高中 賴淵森 

入選 屏東縣 吳昱穎 海洋沙漏 屏北高中 曾國正 

入選 南投縣 劉宜慈 還我土地 竹山高中 賴穎俞 

入選 南投縣 陳佳瑩 科技、生態請選擇 中興高中 錢欣秀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1     

總計 48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高中職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台北市 劉芳彣   珍愛青蛙   士林商職 趙儷黛

特優 基隆市 楊中競 速度的差別! 基隆高中 呂汶錚

優等 桃園縣 詹芷欣 停止。 育達高中 劉思淨

優等 新竹縣 胡路得 任何成功都不能彌補家庭的失敗 義民中學 林姿媚

甲等 新北市 湯雯晴 抉擇 永平高中 江美慧

甲等 台中市 張超維 老人不拉Ｋ 大明高中 柯燈杰

甲等 台南市 林祐誠 惡質的選風 南英商工 梁俊杰

入選 新北市 周育銘 養不起的未來 復興商工 蔡芳姿

入選 新北市 易孜穎 傳家寶 復興商工 林志金

入選 新竹縣 李欣蓉 鎖住人性的貪婪 忠信高中 鄭淑雯

入選 新北市 蔣佳泰 渴望 智光商工 周勝源

入選 新北市 孫鈺玲 離愁 豫章工商 邱建忠

入選 新北市 賴虹蓉 向錢進 豫章工商 邱建忠

入選 新北市 詹舒評 生活失控 永平高中 賀楚僑

入選 新北市 余倢婷 鐵木真！？ 永平高中 賀楚僑

入選 新北市 潘虹霖 e 世代的迷思 永平高中 蔡長蒼

入選 台南市 陳一罧 中華民國萬萬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南市 吳世煒 風靡 Taiwan 長榮高中 柯佳秀

入選 台南市 張雅嵐 有求必應  新營高中 段榮榆 

入選 台南市 張儷馨 富與貧  新營高中 李真美 

入選 台北市   曾鈐毅    虛偽網路   協和工商 呂水世

入選 台北市 黃毓庭   少子化—甜蜜又沉重的負擔   明倫高中 陳立中

入選 台北市   郭芷廷    名為「網路」的監獄   明倫高中 陳立中

入選 台北市   李汶芯    物慾時代   明倫高中 溫慶昇

入選 台北市 陳萱如   危機食伏   泰北高中 陳敏雄

入選 台北市 林  彤   盲眾    泰北高中 陳敏雄

入選 台北市 蔡逸婷   拯救食刻   士林商職 費國鏡

入選 台北市 李品興   Goble warming   士林商職 費國鏡

入選 新竹市 陳宥綸 非處之棲 香山高中 吳靖文

入選 新竹市 溫佳寧 G8？ 新竹女中 卓敬棠

入選 雲林縣 林雋純 大考之前 斗六家商 林香君

入選 雲林縣 鍾旻弦 操控 斗六家商 張烱墉

入選 嘉義市 王佳俞 假面人生 嘉義高商 蕭淵元

入選 嘉義市 莊衿葳 霉體人生 嘉義高中 陳介一

入選 基隆市 麥  禎 疊疊樂？ 基隆高中 呂汶錚

入選 基隆市 李柏熹 眾志成「河」（暖化篇） 基隆高中 呂汶錚



入選 宜蘭縣 李亭儒 反思 宜蘭高中 陳新郁

入選 宜蘭縣 張  妍 尋夢 宜蘭高中 林金鐘

入選 高雄市 李瑜芳 生物累積 鳳新高中 鄭伊璟

入選 高雄市 蔡佳錡 當老師不在的時候 鼓山高中 馮美玲

入選 高雄市 陳俞任 決戰學測 中華藝術學校 李菁菁

入選 桃園縣 黃皓謙 環保罪泛 新興高中 藍淑媚

入選 台東縣 鄭莉娟 抗核 台東女中 鄭華鈞

入選 桃園縣 傅振遠 為了貂？為了錢？ 平鎮高中 楊祝菁

入選 桃園縣 古暁婷 危機 平鎮高中 楊祝菁

入選 彰化縣 林冠汝 失樂園 彰化藝術高中 柳皓中

入選 台中市 吳沛萱 主婦的誘惑、主婦的激戰、主婦的悲歌 台中一中 鄭炳煌

入選 台中市 陳汲篁 你在看我嗎？ 嘉陽高中(高中部) 羅和枝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1     

總計 48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大專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竹市 徐可道 塑膠垃圾的環境問題 玄奘大學 何堯智 

特優 新竹市 黃歆惠 樹蛙悲歌 玄奘大學 何堯智 

優等 台南市 王珮逸 給我一個家 南台科技大學 林奕嘉 

優等 高雄市 劉佳欣 愛 Phone 哎 Phone 高雄師範大學 洪儷庭 

甲等 台南市 沈汶政 醉後結果 南台科技大學 林奕嘉 

甲等 台南市 黃郅詠 小國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李麗紅 

甲等 台南市 沈恬伊 Oh!What's wrong?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李麗紅 

入選 高雄市 李映蓉 末路 高雄師範大學 林奕嘉 

入選 台南市 楊環竹 小幼苗兒的期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南市 王姿婷 地球暖化系列報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北市 鍾佳雯 八卦是我們的娛樂 台灣師範大學 陳素美 

入選 新竹市 謝介宗 駕鶴西歸 玄奘大學 何堯智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5     

總計 1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黃詩柔 R.I.P Steve jobs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莊賢智 

優等 新北市 張兆元 方法的變遷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林靜芝 

甲等 新北市 江玟萱 恭賀新喜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林靜芝 

甲等 新北市 彭裕鈞 新思想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莊賢智 

特優 1     

優等 1     

甲等 2     

入選 0     

總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