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中市 黃裕棋 賞鳥趣 南陽國小 張家毓

特優 高雄市 何希璇 賞鳥季 市立四維國小 龔貞華(正式)

優等 南投縣 吳依婷 原住民群像 縣立草屯國小 黃明志

優等 台中市 王禧薰 鹿港好神節 清水國小 吳燕青

甲等 高雄市 柯宜均 給牠安心的休憩地 市立龍華國小 無(無)

甲等 台北市-南區   簡安霓     何去何從     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許雅婷  

甲等 花蓮縣 賴柳善 塑膠魚.吃下肚 水源國小 陳楊淑曾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吳亦淳     可愛的蜥蜴     私立華興國民小學     王秀文  

佳作 連江縣 陳亭妤 無毒的地方有陽光 介壽國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張佑宇 貓頭鷹 同德國小 林麗育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高菳湘 小丑馬戲團 快樂國小 吳有登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楊子頤 古老傳說恐龍化石展 東安國小 張雅卿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鄧皓宇 垃圾盔甲，好重! 東安國小 張雅卿

佳作 金門縣 胡定紘 只在此山中 金湖國小 周正玲

佳作 花蓮縣 林姿佑 海洋.璞石畫特展 港口國小 黃靖淵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羽嘉 探索昆蟲的冒險旅程 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薇安 蝶蝶不休 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呂竺樺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篁格 賞鯨之旅 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李淑慧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黃雅敏 海洋生態保育真美麗 三重區集美國小 無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張芯瑜 愛 in 臺灣 中信國民小學 王婕嫣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尤方妤 恐龍島冒險記 民安國民小學 范以玲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吳懿甯 豹頭痛哭 丹鳳國民小學 莊富美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賴倚安 蝴蝶郵票設計 文林國小 許夙君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黎嘉桐 鬥陣遊新北 自強國小 張芝鳳

佳作 新北市東區 何彩嫣 多吃五穀健康美麗 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陳建仲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廖子萱 妙筆生花 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陳建仲

佳作 臺南市北區 史唯志 珠雞 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 呂美芬

佳作 臺南市北區 羅永昌 急水溪濕地生態之美 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邱郁文

佳作 臺南市南區 王品璁 星光森林 新化國小 陳素貌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劉于菲 節能減碳地球永續 復興國小 黃雅琳

佳作 基隆市 陳敬恩 夏日昆蟲趣 基隆市信義國小 劉秀鳳

佳作 宜蘭縣 李宥鈞 原住民表演者 光復國小 謝憶芳

佳作 宜蘭縣 張心遠 茶的異想曲 七賢國小 田雨璇

佳作 彰化縣 林昶萱 蘭一種美 平和國小 王憶萍

佳作 彰化縣 魏敬倫 含糖飲料不離口，大病小病跟你走 萬來國小 龍美君

佳作 高雄市 黃御家 珍禽寫真套票設計 市立港和國小 李美娟(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梁瑋珊 農村改造快樂行 義大國際高中附設國小 廖珮君(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鄒子諾 兒童樂園 市立四維國小 邱瓊蒂(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宥綻 機器人時代來臨 市立右昌國小 侯映州(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蘇宥緁 青少年練武功 市立新民國小 謝慧綺(正式)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周芸綺     養汙為患自作自受     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李淑婉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劉書沅     未來住宅     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陳樹芬  

佳作 新竹市 石海嵐 雪天的聖誕樹 舊社國小 劉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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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陳冠諭 保育動物-動物的哀號 安慶國小 李佩珍

佳作 雲林縣 林欣榆 騎車不玩手機遊戲 僑真國小 阮思綺

佳作 嘉義縣 許品延 2016鋼彈繪畫比賽 鹿滿國小 李明芬

佳作 嘉義市 黃柏瑋 別讓海底樂園消失 崇文國小 簡杏玲

佳作 嘉義市 趙崇栩 吉鳴雲揚 崇文國小 沈念儒

佳作 台中市 周佳誼 郵票設計~ 臺灣水果真棒 西屯區永安國小 陳怡璇

佳作 苗栗縣 曾恕霆 海洋不是垃圾場 錦水國小-大坪分校 王儀華

佳作 屏東縣 方堡弘 果子熟了 東隆國小 李寶春

佳作 南投縣 詹丞博 打擊塑膠怪物 縣立南光國小 陳浚輝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市 張本鈺 塞 大同國小 蔡秉勳

特優 高雄市 廖倢宜 對抗惡視力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優等 宜蘭縣 葉又寧 飛魚祭 中山國小 林木水

優等 高雄市 柳宥希 客家桐花祭海報設計 市立七賢國小 呂雅雯(正式)

甲等 高雄市 林芮妘 黑琵Happy來過冬 市立林園國小 陳雪吟(正式)

甲等 新北市中區 張儀姮 蜥蜴特展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甲等 高雄市 余杰廷 看見台灣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彰化縣 王育安 我想要一個家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王閔臻 北極生病了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黃靖甯 愛牠，就要養牠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王御凡 看!美麗的藍鵲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林詠晴 星空摩天輪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謝孟妍 救救地球暖化 桃園國小 郭宿珍

佳作 澎湖縣 周宜霏 當我們兔在一起 中正國小 陳淑真

佳作 澎湖縣 張楷非 BLUEDOG 中正國小 陳淑真

佳作 花蓮縣 何宗諭 不良少年 中原國小 吳偉玲

佳作 花蓮縣 林恩宇 海盜怪人 中原國小 吳偉玲

佳作 新竹縣 林煒晨 機器人特展 新社國小 黃乙軒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宓彤 府城小吃 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徐敬婕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郭亭諭 燈不亮，月亮 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王俊智

佳作 宜蘭縣 廖翌辰 誇張的組合 成功國小

佳作 宜蘭縣 吳欣恩 拓印之美 中山國小 林益進

佳作 宜蘭縣 朱品臻 123木頭人-環保藝術展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宜蘭縣 簡佑恩 貓的天空繪本設計 成功國小 蔡昱文

佳作 彰化縣 凃皓仁 扯鈴表演 僑信國小 賴仲彥

佳作 高雄市 陳鴻榮 唬很大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祐瑄 我的夢幻城堡--圖書封面設計 市立屏山國小 潘慧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宋羽芯 原住民服飾展 市立鳳西國小 許美蘭(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育妍 THE FUTURE?(未來?)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呂柏儒 別讓暖化吞噬美麗大地 市立鳳西國小 許美蘭(正式)

佳作 新竹市 陳彤恩 大湖草莓季 國立竹大附小

佳作 台中市 陳彙喬 變色家園 大元國小 陳信有

佳作 台中市 蕭睿鋐 謎樣埃及 大同國小 呂意仁

佳作 台中市 金昀迪 只剩六隻 大同國小 呂意仁

佳作 台中市 李婕歆 狼出沒 大同國小 呂意仁

佳作 台中市 洪詩柔 好柿好事好柿 順天國小 顏麗娟

佳作 苗栗縣 徐丞萱 給你顏色看 縣立大同國小 張柚蓁

佳作 屏東縣 王姿涵 愛護動物勿棄養 東隆國小 孫永龍

佳作 屏東縣 林貞妤 2018屏東夜市美食嘉年華 中正國小 梁云贍

佳作 屏東縣 陳俐穎 台東氣球嘉年華 東隆國小 林淑卿

佳作 屏東縣 郭子義 中元˙感恩 民和國小 許修維

佳作 屏東縣 陳亭伃 歡樂慶典 東隆國小 李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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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5

總計 4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中市 紀俞廷 原住民博覽會 清水國小 謝茹萍

特優 臺南市北區 沈麗玲 府城有喜集團結婚 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洪千婷

優等 台北市-西區   曾加丞     臉書     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     黃瑞美  

優等 彰化縣 黃涴筠 鼓動人心 南郭國小 利字洋

甲等 桃園市北區 李倢如 石獅大賞 龜山國小 王善筠

甲等 新北市中區 林藝欣 鳥語花香 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黃佳淇

甲等 台北市-西區   曾千珈     貓咪不要哭     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陳文菁  

佳作 宜蘭縣 吳翊瑄 閱讀 羅東國小 林嘉鈺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曾之云 I choose you 雙龍國小 謝瑞玉

佳作 金門縣 謝奎弘 紙藝展 柏村國小 莊彩雲

佳作 澎湖縣 許庭瑀 獅情話藝 東衛國小 許順吉

佳作 花蓮縣 甯梓翎 洄瀾邦查豐年祭海報設計 化仁國小 黃國賢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簡翊中 夢想樂園 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許慧慧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吳韶恩 熱氣球嘉年華海報 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黃素秋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朱庭儀 老獅好:石雕獅文物特展 蘆洲區成功國小 陳秀蘭

佳作 新北市北區 王韻涵 我的家在哪裡 淡水區新興國小 李嘉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盧柏叡 消失的生命 丹鳳國民小學 陳宛榆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鄭宇晏 看魚趣 積穗國小 陳玉芳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古蕙瑜 三義木雕國際藝術節 彭福國小 李姿樺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廖軒毅 孔雀園 青山國民中小學 黃羽萱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賴宥均 環保海報-鯨魚垃園 鹽水區坔頭港國民小學 張家豪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李孟炫 水世界 崇明國小 沈建州

佳作 基隆市 汪祐安 善解―人與人最近的距離 七堵國小 甯範恬

佳作 宜蘭縣 何奕儒 台灣意象 北成國小 朱曉光

佳作 宜蘭縣 劉遠澔 動物狂歡木森林 學進國小 林宏杰

佳作 宜蘭縣 蔡欣祐 十二生肖月曆 黎明國小 林仕豐

佳作 高雄市 鍾佳晏 高雄好美景 市立愛國國小 鍾智文(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周庭卉 少年仔!騎卡慢咧 市立永芳國小  謝慶隆(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怡蓁 南島文化季 市立文府國小 郭淑玲(無)

佳作 高雄市 孫毓翔 打狗之美(郵票設計) 市立林園國小 李美麗(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張芷瑤 原住民智慧文化 市立七賢國小 黃聿芝(正式)

佳作 高雄市 何希桐 50年代童玩回顧展 市立四維國小 黃馨儀(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陳岳 聞龍變色 市立鼓山區中山國小 陳懿忞(正式)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黃子虞     最遠的距離    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陳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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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東區   林昀蒨     都市更新有愛無礙     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陳安妮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易昀     蒙娜麗喵的洗手乳     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柯彥全  

佳作 雲林縣 侯彥羽 把蚊殺光光 大埤國小 蘇雅雯

佳作 雲林縣 李昀恩 夜市美食逗陣來 土庫國小 李田榮

佳作 雲林縣 許庭綺 Pokemon Go 橋頭國小 傅琇溫

佳作 嘉義縣 董奕辰 逗陣回嘉迎媽祖 新港國小 江季鴻

佳作 嘉義縣 諸葛宇賢 歡迎來看皮影戲 南新國小 陳信言

佳作 嘉義市 楊鈞程 十二生肖大罷工 崇文國小 張維泰

佳作 嘉義市 楊惟甯 鷹為有你 興安國小 李佩珊

佳作 台中市 郭昕涵 舊市愛臺中 台中教大實小 胡玉蘭

佳作 台中市 林玳安 客家風情 篤行國小 翁美宜

佳作 台中市 曾文祺 船歌˙漁人 石角國小 留俊隆

佳作 台中市 張詠涵 金雞報喜 西屯區永安國小 林淑滿

佳作 台中市 林榆倫 2016台北機器人大展 清水國小 謝茹萍

佳作 台中市 賴育籈 沙子危機 北屯區文昌國小 朱昌平

佳作 台中市 陳硯渝 繽紛的海洋 南陽國小 張家毓

佳作 苗栗縣 匡智寧 愛護地球，「筷」樂起來 縣立海口國小 蘇惠儀

佳作 苗栗縣 陳宜莠 保護環境 縣立蕉埔國小 黃世宇

佳作 苗栗縣 黃姿瑜 放過我們吧 縣立蕉埔國小 黃世宇

佳作 屏東縣 伍昱銨 大紅龜粿呼呼炊 東隆國小 李寶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林陞安 高雄萬年季，幸福迓火獅 市立林園國小 李家慧(正式)

特優 高雄市 劉姵妤 趣台灣 市立林園國小 李家慧(正式)

優等 雲林縣 姚呈樺 烏克麗麗嘉年華 南陽國小 林翠華

優等 新北市南區 解典祐 青花瓷 自強國小 劉一霖

甲等 宜蘭縣 闕子婕 這是我們吃的魚嗎？ 成功國小

甲等 臺南市不分區 陳姿蓉 瓶中隱形蝶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洪孟儀

甲等 苗栗縣 林于軒 種樹讓世界更美好 縣立大同國小 張柚蓁

佳作 台中市 林映辰 微笑帶你走進全世界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顏予新 秋滿豐收 淡水區淡水國小 胡融昕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林子冠 海報設計：小紅帽 泰山國民小學 黃敏菁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林念岑 「小心」不要踩到垃圾 桃園國小 葉永慈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鄭皓之 小火苗，大災難 桃園國小 陳懿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李苙語
面對家暴，誰都不應該沉

默
桃園國小 陳懿萍

佳作 澎湖縣 歐晉安 造型鴨子展 中正國小 葉懿玲

佳作 臺東縣 鄭翌呈 如果還有明天 臺東大學附小 粘僑頡

佳作 臺東縣 吳佳宸 捉寶致命危機 新生國小 張釋月

佳作 臺東縣 許辰琦 飛蛾撲火 新生國小 張釋月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徐瑋伶 鹿死誰手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簡楷翊 中元普渡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楊芷昀 海報設計：三隻小豬 泰山國民小學 黃敏菁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禹豪 秦俑 自強國小 劉一霖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子彥 暖洋洋 自強國小 劉一霖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鄭裙薇 廟宇裝飾展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賴明享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王子宜 生命的投影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洪孟儀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王奕蘐 吃得健康就來農夫市集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顏碧玲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筠婷 夏日芒果節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陳雅貽

佳作 宜蘭縣 吳翊瑄 綠樹圖書館歡迎您 中山國小 張文志

佳作 高雄市 蔡宗諺 實在好客文化藝術節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耕禾 防蚊大作戰 市立鳳西國小 林螢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欣諮 原民藝術 市立林園國小 羅正傑(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劉恩筑 舞動蘭嶼 市立林園國小 李家慧(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徐逸宸     原生的呼喚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涂權鴻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陳玟妤     紙剩下回憶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呂俞樺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蔡語恩     誰抓走我們的神奇寶貝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璽元  

佳作 新竹市 莊川賡 風城藍晒 國立竹大附小 陳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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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李沿潔 海報設計–北港藝閣大會 元長國小 沈佳瑩

佳作 嘉義市 張家瑛 童年好趣桃 大同國小 于玉文

佳作 嘉義市 蔡育慈 蟲來了! 大同國小 于玉文

佳作 台中市 陳信睿 你永遠少一件我們卻只有一件 大元國小 劉宛純

佳作 台中市 金錫德 原舞曲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台中市 楊宸華 粉墨傳新藝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台中市 陳靖儒 人民的守護神 大同國小 陳易村

佳作 屏東縣 黃宛臻 「蝴」爾摩沙「蝶」影之美 東隆國小 鄭雅壬

佳作 屏東縣 陳奕臻 "原汁原味"海報設計 東隆國小 許良瑋

佳作 南投縣 牛光儀 花之精靈 縣立竹山國小 鍾宜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中市 陳奕蓉 搶救北極熊不要讓他進屍袋 清水國中 王怡雅

特優 花蓮縣 許郁翎 十二年國教生產線 慈大附中 唐自常

優等 屏東縣 廖藝翔 野鳥保育海報設計 中正國中 曾丞軒

優等 新北市東區 駱香含 山城藝起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老師

甲等 台中市 李佳軒 WHAT IS NEXT? 順天國中 蔡芸庭

甲等 高雄市 陳奕辰 童話之森―咕咕鐘設計 市立小港國中 陳娜娜(正式)

甲等 臺東縣 游覺輔 無時無刻 東海國中 戴淑媛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黃琦恩 台灣「鴞」雄群「鷹」會-環保餐具文創設計 東興國中 張志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黃以淇 動物狂歡節 凌雲國中 張瑞鳳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黃大容 孩子的夢 龍潭國中 柯文媜

佳作 澎湖縣 呂羿萱 迪士尼國劇臉譜設計 湖西國中 顏佳雯

佳作 臺東縣 顏庭恩 反恐主義抗ISIS.逆天之舉 新生國中 鄧琪穎

佳作 新北市北區 何姿蓉 塑林 淡水區淡江高中 鍾順達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意涵 名牌禍 福營國民中學 黃玲貴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洪于晴 缺．就不完整 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莊鈞翔 孕惡 永和國中 陳秋萍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邱景琦 尋找城市色彩 永和國中 簡蘭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李牧庭 把愛傳出去――數位篇 福和國中 莊雍和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郭家怡 蘭嶼非魚季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蘇正順老師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陳若涵 讚美的力量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老師

佳作 新竹縣 林詳芸 全民運動 成功國中 彭嘉玲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鄭大昕 幸福神話 臺南市市立鹽水國民中學 黃資雯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陳芊晏 NO ! 永仁高中 陳潔婷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李永移 巢：「嘲」 復興國中 劉輝貽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林承佑 書入輸出 復興國中 劉輝貽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蔡蕊安 好讀推廣之十二生肖(上) 民德國中 陳玫蓁

佳作 基隆市 蔡安捷 高貴不貴環保青花瓷 建德國中 葉芳伶

佳作 宜蘭縣 陳潔瑩 對話 員山國中 林佳蓁

佳作 宜蘭縣 林佳儀 平交道奇想 壯圍國中 張繼琳

佳作 彰化縣 張家茗 2100「游」彰化 陽明國中 丁馥蒂

佳作 彰化縣 邱宣富 拒吸二手菸 文興高中 林威儒

佳作 高雄市 蕭羽婷 台灣瀕臨消失的動物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羅笙豪(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謝佳叡 自然生態 市立陽明國中 鄭如晏(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邵毓雯 Home給我一個家 市立青年國中 楊靜儒(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康家和 善惡分明 市立五福國中 洪儷庭(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苡珊 吉祥畫吉祥話 私立復華高中附設國中 邱玉燕(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紫嫺 煙煙一息 市立福山國中 王淑薇(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弈希 台灣尚水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美昭(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林采蓁     變色的大地，還能居住嗎?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陳嘉純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林以愛     所剩無魚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唐淑馨  

佳作 台北市-西區   謝詠惟     黑鳶.黑冤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雯靚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中普通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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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南區   呂宗運     淨塑護生愛海洋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林漢     曙光？樹光！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林書寧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邱宸葳     Help? Love?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新竹市 蔡知耘 泡沫世代 The Age of Bubbles 亞太美國學校 Loren Letourneau

佳作 雲林縣 陳婷筑 歡喜來逗陣-雲林陣頭藝術節 建國國中 鄭惠丰

佳作 嘉義縣 黃姝鳳 動物事件日郵票設計 協同中學 陳香秀

佳作 嘉義市 林昕璇 2016台灣原住民月曆設計 玉山國中 張銘修

佳作 嘉義市 莊凌一 看見大自然的脈動 嘉華高中 彭舒渝

佳作 台中市 張鳳文 瓶安回家?! 惠文高中(國中部) 洪千琪

佳作 台中市 劉宣妤 媽祖遶境保平安 中山國中 陳玟君

佳作 台中市 周芷葳 少一片垃圾，多一片藍海 衛道高中(國中部) 莫昍霖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洪琳玲 藥命要命 復興國中 吳佩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市北區 徐翊珊 世界動物日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張頌吟

特優 宜蘭縣 黃寶震 斷樹=斷源 宜蘭國中 黃雅容

優等 彰化縣 林想容 臺灣造咖啡比尋嚐 彰安國中 廖恆彰

優等 雲林縣 陳宗暉 茫茫酒海 正心中學 李益銘

甲等 宜蘭縣 顏涓楷 My horns are not a crime 東光國中 潘勁瑞

甲等 新北市西區 張凱童 不要讓我變成驚嘆號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莊雍和

甲等 新北市西區 潘楷欣 隱形殺手PM2.5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楊麗珠

佳作 高雄市 張家豪 森森不息? 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敏慧(正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魏苡珊 浪漫相約與蝶共舞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張頌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鄒荃安 住宅四象 中壢國中 葉國康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劉廷祐 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 中壢國中 葉國康

佳作 花蓮縣 張竣程 當地球成為烏托邦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花蓮縣 崔雅惠 Anti-Fur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花蓮縣 張巧薰 未來.何時幸福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李佳樺 死有餘骨-美麗不是錯誤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王壬延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謝宛彤 「舒服」的愛 三重區三重高中 羅珮慈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陳怡伶 花慶 三重區三重高中 羅珮慈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虞其臻 避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莊雍和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黃筱芙 菸菸一息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廖珮宜 來省電綠世界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李潤馨 喝得醉撞得碎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黃冠妤 三不政策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新竹縣 萬欣茹 垃圾食物，殘害幼苗 竹東國中 彭雅芳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林聰 下雨的時候 新市國民中學 張瀾宥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郭芸安 吸毒下下籤 麻豆國民中學 郭俊佑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謝順閔 看見未來？ 麻豆國民中學 郭俊佑

佳作 宜蘭縣 方昱驊 死亡遊戲 宜蘭國中 陳惠菊

佳作 彰化縣 許程畬 森林塗炭 彰化藝術高中 蕭慧雯

佳作 高雄市 趙延霖 明日世界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儷頤 魚•塑共舞 市立光華國中 陳香霓(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翌玄 懷舊鐵道 市立壽山國中 李佳恂(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鄭逸凡 台灣民俗陣書卡設計 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蔡達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葉懷勛 台灣四季候鳥賞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黃柏勳 動物成語fun輕鬆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楊子儀 我要個家 市立三民國中 林君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泓毅 TAIWAN TRAIN台灣火車巡禮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代理)

佳作 高雄市 吳以綸 自然生態日曆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正式)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郝品純     看看我!抓到什麼了?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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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范怡瑄 團結 正心中學 廖定詳

佳作 雲林縣 林楙霖 有愛無礙 斗六國中 韓之楹

佳作 嘉義市 許茂彬 塑膠揉諸你我的世代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台中市 陳妍亘 海洋生態的輓歌 中港高中(國中部) 陳維真

佳作 台中市 王薇珊 癮力 中港高中(國中部) 陳維真

佳作 台中市 吳定遠 反戰海報-國家贈送的禮物 大華國中 施旻樺

佳作 台中市 楊惠心 福爾摩沙-Taiwan 大華國中 施旻樺

佳作 台中市 陳妤恩 森林的殺戮 大華國中 許秀玟

佳作 屏東縣 謝馥而 視界≠世界 大同高中國中部 邱鈺晴

佳作 屏東縣 許芸嘉 菸菸一息 大同高中國中部 邱鈺晴

佳作 南投縣 卓邵書彥 飢渴-機渴 縣立南投國中 石羽倩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苗栗縣 鄭雅琪 清蒸塑魚? 私立君毅高中 李智崴

特優 宜蘭縣 潘妍均 不遺漁力? 羅東高中

優等 台北市-西區   周珈如     博愛座海報設計     華江高級中學     顏國榮  

優等 嘉義市 吳炘珉 擱淺 興華高中 黃奕穎

甲等 台北市-西區   林亭妤     環保海報設計     華江高級中學     顏國榮  

甲等 高雄市 李佳頻 No Fur(杜絕皮革)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甲等 臺南市南區 楊思蕓 全球暖化 永仁高中 陳潔婷

佳作 花蓮縣 古耘 華麗．犧牲 花蓮女中 無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李文心 消失的群鳥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李宜樺 美麗妝容背後的殘忍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許雯婷

佳作 臺東縣 張潔如 不離不棄 臺東高商 張莉菁

佳作 臺東縣 吳佳紜 一失速成千古恨海報 臺東高商 張莉菁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吳玟憓 祈禱的手 淡水區淡江高中 陳柏嘉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高奕加 禪繞人生•畫心頭 恆毅高級中學 張力仁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劉如喬 全球糧食不均問題-想食?饗食?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

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新竹縣 黃予薇 美麗與哀愁 竹東高中 張澤平

佳作 新竹縣 劉  威 始鐘迷往 東泰高中 無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陳家萱 依賴 (LINE)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周佑珊

佳作 臺南市北區 翁偉傑 諾亞方舟?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周佑珊

佳作 基隆市 黃品涵 冰臨絕種 基隆市二信高中 薛佰銘

佳作 基隆市 洪萌 家！？ 國立基隆女中 吳美萱

佳作 彰化縣 凃彥均 龜還 溪湖高中 簡世哲

佳作 高雄市 王慶文 HELP ME PLEASE—沒有買賣，沒有屠殺 市立高雄女中 蔡棻如(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陳羿君 教育、人才競爭、未來 市立左營高中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吳炫宗 蛙絕真相 國立鳳新高中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陳威奇 小酌一杯 樂極生悲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夏嘉敏 點出問題 市立中山高中 林麗惠(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鄧名媛 說好的魚勒? 私立復華高中 許儷馨(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易澂 何其毒也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宋依璇 坐食山崩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詹雅雯     魚害．魚骸     復興高級中學     朱晶明  

佳作 台北市-西區   盧詠茹     環境海報設計     華江高級中學     陳曉慶  

佳作 台北市-西區   王羿雯     資源海報設計     華江高級中學     陳曉慶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周玥榮     反毒海報設計     華江高級中學     顏國榮  

佳作 台北市-西區   余瑞琪     珍惜點水    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王瓊惠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張舒鉉     拋棄。拋契     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范雅棻  

佳作 雲林縣 林廷儒 領養代替購買 私立正心中學 廖定詳

佳作 雲林縣 楊芳琳 雜 私立正心中學 李益銘

佳作 雲林縣 鄭乃誠 戰爭與和平 私立正心中學 李益銘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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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許沛琪 消失的國度 斗南高中 李季蓉

佳作 雲林縣 陳奕筑 代價 私立正心中學 李益銘

佳作 嘉義縣 詹喬雅 為榮耀而活，為生存而活 竹崎高中 李尚儒

佳作 嘉義市 劉峻瑋 北極悲歌 興華高中 黃奕穎

佳作 嘉義市 林靖洛 平價成衣的背後 興華高中 黃奕穎

佳作 台中市 劉晏汝 明天會更好 興大附中 陳志和

佳作 台中市 江孟儒 「戀自然」插畫風格海報 台中女中 鄭如娟

佳作 台中市 李旻軒 時喪 明道中學(高中部) 無

佳作 台中市 賴映瑔 同學你哪位? 弘文高中(高中部) 張惠雯

佳作 台中市 王子嫣 save our earth 中科實驗中學 陳雅琪

佳作 苗栗縣 倪士傑 癮科技 隱心危 國立竹南高中 林靜怡

佳作 南投縣 張得隆 說不出的壓力 私立五育高中 黃思婷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北市-北區   陳育群     美麗寶島     中正高級中學     高永中  

特優 桃園市北區 黃怡萍 皺紋的故事 新興高中 蔡錦

優等 台中市 林郁綾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是毒 台中一中 張紹培

優等 高雄市 鄒佳翎 博礙座? 市立海青工商 王月秀(正式)

甲等 台中市 蔡秉蓁 霾泣 新民高中(高中部) 王建翔

甲等 嘉義市 蔡羽彤 台電在雲深 華南高商 洪銘鴻

甲等 雲林縣 林倩如 危機醫觸即發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白錦松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簡嬿臻 候毀(沒保護濕地),侯續(更加努力)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

學
張守玉

佳作 屏東縣 胡學力 鮪魚忌?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傅國禎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葉子琪 知人知面.不知心 新興高中 蔡錦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鄭惠如 長脖子，大眼睛 振聲高中 詹弼勝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蕭遠翔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育達高中 顏子欽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馮靖喆 變形記 平鎮高中 楊祝菁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怡君 人言真可畏系列 新北市私立豫章工商 梁堯文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曾詩容 網路便利與迷網系列 新北市私立豫章工商 梁堯文

佳作 新北市西區 余春錦 Taiwan 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楊亞蓁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曾馨瑩 別讓愛成為唉－大衛篇 別讓愛成為唉－維納斯篇 復興商工 許得輝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廖翊帆 別忘了，你的雨傘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梁宇睿 農濃情意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陳識亘 極極可危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新竹縣 譚家渝 寄人 義民高中 周煜康

佳作 新竹縣 謝懷萱 魚枯•魚哭 義民高中 陳勝棋

佳作 新竹縣 宋乾元 總是在驀然回手，才發現無法回手 忠信學校 汪智萍

佳作 臺南市 梁卓婷 久旱甘霖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張慶祥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李怡禛 削逝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孫聖和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劉玉婷 石虎不是貓 友善棲息地,禁止砍伐保育石虎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

學
張守玉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方鈺婷 永續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

學
傅志欽

佳作 基隆市 簡林妤 迎核納輻 二信高中 方煒棋

佳作 宜蘭縣 林承儒 派對動物 宜蘭高商 曾仁義

佳作 彰化縣 黃瑜鈞 愛，沒有差別 彰化高商 許詩欣

佳作 高雄市 莊騏嘉 臺灣特有種幾何郵票 市立海青工商 陳政豪(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李郁婷 城噬之光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張容慈 無鱷不作 私立中華藝校 施智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綵如 The Future 市立高雄高商 許心玫(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康昱翰     噪音污染系列海報     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仁和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陳妤婕     美食進化論     明倫高級中學     陳立中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許薰文     高齡社會-壓寶篇     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吳佳芬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詹于萱     誰鑰帶我回家    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賴怡君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吳宛瑾     大事，大逝!     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吳佳芬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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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雲林縣 陳倢妤 擁「暴」童年
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陳宜稚

佳作 雲林縣 周昶霖 Old wine in the new bottle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王嘉偉

佳作 嘉義市 魏嘉玲 相愛、像愛 華南高商 洪銘鴻

佳作 嘉義市 江欣晏 龜運、鳥絕、死鹿 華南高商 洪銘鴻

佳作 台中市 羅郁萱 息怒 大明高中(高中部) 洪敬惠

佳作 台中市 謝韻柔 行動救「源」 大明高中(高中部) 洪敬惠

佳作 台中市 洪祥豪 廢寢忘食 大明高中(高中部) 謝明穎

佳作 台中市 張育華 CODE住世界•了解環境 嶺東中學(高中部) 張多茂

佳作 台中市 張雅媛 真的不想 新民高中(高中部) 王建翔

佳作 苗栗縣 蕭曼如 四季 國立苗栗高中 彭義婷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童安佐 別因網路遺忘家人 景文科技大學 陳珠元

特優 宜蘭縣 溫翠芬
Child stranded in the 

war
佛光大學 羅光志

優等 宜蘭縣 林芮安
What is your true 

colors?
佛光大學 羅光志

優等 宜蘭縣 王婕瑀 Crying Ocean 佛光大學 羅光志

甲等 新竹市 葉晉志 我請客！ 玄奘大學 張邑丞

甲等 台南市 黃祖浩 夢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高雄市 陳君如 迷思效應Missng Effect 東方設計學院 洪世杰

佳作 宜蘭縣 張庭瑄 No fish no life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宜蘭縣 張敦閔 No war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宜蘭縣 簡珮雯 North Pole Cemetery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宜蘭縣 李相蕾 上癮 佛光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南市 侯芊妘 魚 .沐. 混珠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臺南市 滕瑞聆 愛的鼓勵 勝過一切暴力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臺南市 李美筠 豐饒下的危機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臺南市 鄭文瑄 你只看見兩種顏色嗎?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臺南市 陳佩琪 反戰爭 南台科技大學 楊美維

佳作 台南市 李依紜 開天闢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台南市 陳忞君 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台南市  林  相 大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新竹市 謝治成 PM2.5朦朧不是詩情畫意 玄奘大學 謝明勳

佳作 新竹市 顏世聿 讓眼睛好好休息 玄奘大學 邱夢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佳作 15

總計 21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優等 高雄市 王昱凱 和平 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甲等 屏東縣 林淑靖 醫病關係 美和科技大學 楊致慧

特優 0

優等 1

甲等 1

佳作 0

總計 2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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