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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D1 D1-0167嘉義縣 楊雅晶 偶戲表演 月眉國民小學 江世豪

特優 D1 D1-0011桃園市-南區 郭采妮 哇好大的水族館 中壢國小 范姜紫靖

優等 D1 D1-0089臺南市-南區 連宸漢 餵雞 協進國小 楊麗可

優等 D1 D1-0030花蓮縣 呂芳綺 天鵝，起飛吧！ 中原國小 余欣穎

甲等 D1 D1-0002桃園市-北區 陳威陵 貓頭鷹家族 新莊國小 王淑宜

甲等 D1 D1-0206屏東縣 許詠勛 黑甕串 屏大附小 張毓哲

甲等 D1 D1-0090臺南市-南區 王羣倫 夢境中的噴火龍 協進國小 楊麗可

佳作 D1 D1-0003桃園市-北區 袁上筑 夢境 瑞豐國小 李冠瑩

佳作 D1 D1-0004桃園市-北區 林哲安 我做了一個夢 瑞豐國小 李冠瑩

佳作 D1 D1-0009桃園市-南區 邱柏鈐 工作中的爺爺 中壢國小 范姜紫靖

佳作 D1 D1-0013金門縣 呂宣毅 蜈蚣座 多年國民小學 余宛錡

佳作 D1 D1-0018金門縣 陳沛嫻 賞鳥 多年國民小學 李宜嫻

佳作 D1 D1-0025花蓮縣 柳昕妤 養鵝人家 中原國小 余欣穎

佳作 D1 D1-0027花蓮縣 林存恩 開心的鴨子 中原國小 余欣穎

佳作 D1 D1-0046新北市-東區 李羿潔 織布 新北市立金山國小 陳雅敏

佳作 D1 D1-0047新北市-東區 陳聖閎 原住民之美 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無

佳作 D1 D1-0048新北市-東區 梁永裔 阿公的超級戰車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吳惠貞

佳作 D1 D1-0054新北市-西區 黃楷倫 寵物美容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林涵容

佳作 D1 D1-0055新北市-南區 蔣秉玹 守護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曾瀛葦

佳作 D1 D1-0058新北市-南區 黃紫嫣 夾娃娃 新北市鶯歌區永吉國民小學 林夏蓮

佳作 D1 D1-0059新北市-南區 李念 熱鬧的社區歡唱會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吳詠綺

佳作 D1 D1-0060新北市-南區 胡修齊 玩具動了!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吳詠綺

佳作 D1 D1-0069新北市-中區 柯芹妮 海底漫遊 大觀國小 謝明栖

佳作 D1 D1-0082新竹縣 黎宥宏 做平板舟 縣立新湖國小 詹昕穎

佳作 D1 D1-0083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禹璇 養雞 漚汪國小 無

佳作 D1 D1-0086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施禹偵 撈金魚 新市國小 陳乃維

佳作 D1 D1-0091臺南市-南區 陳宣依 夾娃娃最緊張的時刻 立人國小 張簡采昕

佳作 D1 D1-0094臺南市-南區 翁意涵 可愛的酒紅朱雀 永康國小 林欣慧

佳作 D1 D1-0109彰化縣 吳采庭 陣頭出巡 忠孝國小 王士柏

佳作 D1 D1-0111彰化縣 張壬齊 喜樂市集 和東國小 賴冠如

佳作 D1 D1-0114高雄市 洪筠庭 森林間的貓頭鷹 市立阿蓮國小 林宏昌(正式)

佳作 D1 D1-0124高雄市 劉姮杞 我的好朋友 市立登發國小 莊淑華(代理)

佳作 D1 D1-0129高雄市 林宏益 豐收 市立信義國小 陳淑貞(正式)

佳作 D1 D1-0131臺北市-東區 張禮元 可愛的貓咪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張勝冠

佳作 D1 D1-0136臺北市-東區 楊紹安 幸福 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 黃淑華

佳作 D1 D1-0137臺北市-西區 李承芸 傳承文化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建偉

佳作 D1 D1-0143臺北市-南區 翁睿鴻 捕魚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黃資泯

佳作 D1 D1-0145臺北市-南區 葉識齊 蝙蝠洞窟大冒險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林樂鈞

佳作 D1 D1-0151臺北市-北區 謝睿宸 蘭嶼飛魚季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王秀文

佳作 D1 D1-0152臺北市-北區 鄭蕾 世足賽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曾煥偉

佳作 D1 D1-0162雲林縣 汪基成 關懷被遺棄的流浪貓 二崙國民小學 李萍豐

佳作 D1 D1-0170嘉義縣 陳玉玲 挖土機施工 過溝國小 謝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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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D1 D1-0172嘉義市 鄭宇捷 合家歡聚搓圓樂 崇文國小 施美汶

佳作 D1 D1-0175嘉義市 簡思敏 鼓藝薪傳 崇文國小 林孟怡

佳作 D1 D1-0177臺中市 林家妤 象群大戰外星人 大元國小 魏筠蓉

佳作 D1 D1-0183臺中市 饒宸睿 夜裡的修車廠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D1 D1-0184臺中市 林巧家 快樂的家族 大勇國小 林垣圻

佳作 D1 D1-0189臺中市 徐郁涵 搶孤 南陽國小 陳雅婉

佳作 D1 D1-0192臺中市 陳品諺 賣水果的阿嬤 南陽國小 周文凱

佳作 D1 D1-0199苗栗縣 張秉鋐 傳承 苗栗縣立通霄國小 許桂娟

佳作 D1 D1-0201屏東縣 郭心瑜 快樂賞鳥趣 仁愛國小 陳慧玲

佳作 D1 D1-0203屏東縣 許佳禾 小米祭 中正國小 洪啟元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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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D2 D2-0153臺北市-北區 楊逸宸 熱騰騰的包子喲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 陳妍君

特優 D2 D2-0181臺中市 鄧詠馨 虔誠 大元國小 廖文華

優等 D2 D2-0095臺南市-南區 何靜玟 豐收 慈濟高中 錢湘俞

優等 D2 D2-0201苗栗縣 曾睿奕 理髮店一隅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張柚蓁

甲等 D2 D2-0113彰化縣 李騏睿 夏蟬 民生國小 黃國濠

甲等 D2 D2-0028花蓮縣 康程綰 樹 中原國小 吳偉玲

甲等 D2 D2-0092臺南市-南區 王宥臻 瓦斯行 協進國小 楊麗可

佳作 D2 D2-0002桃園市-北區 林湘芸 棋局 瑞豐國小 李冠瑩

佳作 D2 D2-0010桃園市-南區 吳品萱 參觀海生館 瑞塘國小 梁嘉芸

佳作 D2 D2-0011桃園市-南區 邱奕諺 可教也 新坡國小 蔡寶美

佳作 D2 D2-0022澎湖縣 呂雅馨 廟會 赤崁國小 鄭宇翔

佳作 D2 D2-0031臺東縣 陳品霖 天倫之樂 寶桑國小 王鳳如

佳作 D2 D2-0043新北市-東區 查欣伶 紅斑馬的日常 新北市立大豐國小 方士尹

佳作 D2 D2-0049新北市-西區 黃宥瑄 萬壽果實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 無

佳作 D2 D2-0054新北市-西區 劉秉宴 我當姊姊了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林涵容

佳作 D2 D2-0057新北市-南區 曾致閎 辦桌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劉雁萍

佳作 D2 D2-0067新北市-中區 呂茌慧 「瞳」眼中的祈望 廣福國小 陳靜嵐

佳作 D2 D2-0079新竹縣 張家誠 生命的視角 私立康乃薾國(中)小 張書瑀

佳作 D2 D2-0080新竹縣 黃鈺茜 搓湯圓人團圓 縣立新社國小 賴金英

佳作 D2 D2-0081新竹縣 方云芊 醫愛 縣立新港國小 詹斯晴

佳作 D2 D2-0082新竹縣 鄭洛函 時間的變化 私立康乃薾國(中)小 呂安雲

佳作 D2 D2-0083新竹縣 涂博睿 熱鬧的廟會祭典 縣立竹北國小 李明秋

佳作 D2 D2-0084新竹縣 古珮容 窗景 縣立十興國小 邱曉詩

佳作 D2 D2-008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吳家彤 你還愛我嗎? 新市國小 陳乃維

佳作 D2 D2-0086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許辰亘 我是小廚師 月津國小 姜焙仁

佳作 D2 D2-0094臺南市-南區 黃芷芸 四草追響曲 立人國小 徐敬婕

佳作 D2 D2-0097基隆市 林妤璇 鑼鼓喧天 七堵國小

佳作 D2 D2-0104宜蘭縣 陳律妤 潛水趣 中道中學(小學部) 沈曉紋

佳作 D2 D2-0109彰化縣 黃姿涵 風華再現 僑信國小 楊雅芬

佳作 D2 D2-0110彰化縣 李芷婕 理髮廳 僑信國小 呂淑靖

佳作 D2 D2-0112彰化縣 蔡宇涵 大豐收 忠孝國小 林惕若

佳作 D2 D2-0114彰化縣 張馨尹 廟會 平和國小 陳建佑

佳作 D2 D2-0115高雄市 陳品蒨 快炒美食店 市立龍華國小 歐惠京(正式)

佳作 D2 D2-0118高雄市 陳與潔 溫馨的家 市立三民區民族國小 吳美慧(正式)

佳作 D2 D2-0121高雄市 李芷俞 奶奶家的回憶 市立陽明國小 黃裕雯(無)

佳作 D2 D2-0122高雄市 黃瀞誼 街頭藝人 市立獅湖國小 黃慧倫(正式)

佳作 D2 D2-0133臺北市-東區 黃千翡 水漫金山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吳彥霆老師

佳作 D2 D2-0134臺北市-東區 顏妤庭 兒時記趣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廖逸玫

佳作 D2 D2-0135臺北市-東區 吳禹蓁 巾幗英雄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吳彥霆老師

佳作 D2 D2-0145臺北市-南區 蔡松汮 盼望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葉慧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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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D2 D2-0146臺北市-南區 李侑恩 流浪之家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王千逸

佳作 D2 D2-0169嘉義縣 蔡晏閔 畫龍點經 和睦國小 吳永霖

佳作 D2 D2-0173嘉義縣 李興曄 夜市烤花枝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D2 D2-0176嘉義市 廖晨希 鮮味入港 崇文國小 蔡珮真

佳作 D2 D2-0182臺中市 張傳昀 官將首 大元國小 廖文華

佳作 D2 D2-0191臺中市 陳璟寬 老街蔥糖 大勇國小 鄭旭萍

佳作 D2 D2-0194臺中市 廖品臻 阿里山小火車 文心國小 劉津延

佳作 D2 D2-0195臺中市 楊博鈞 一起做環保 南陽國小 黃清松

佳作 D2 D2-0197臺中市 許甄芸 我的腦袋在飛馳 大甲國小 卓家慶

佳作 D2 D2-0205屏東縣 黃瑋甯 後臺一隅 東隆國小 孔美惠

佳作 D2 D2-0212南投縣 周慧欣 夜晚的城市 縣立南投國小 廖美玉

佳作 D2 D2-0213南投縣 林禹秀 春遊 縣立竹山國小 林資期

佳作 D2 D2-0216南投縣 朱士驊 美食地圖 縣立延平國小 余姿萱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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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D3 D3-0116高雄市 周湘淩 時間過往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正式)

特優 D3 D3-0115高雄市 謝佳妍 與眾不同亦和諧 市立路竹高中附設國中 何瑞祐(正式)

優等 D3 D3-0175嘉義市 趙偉翔 九份街頭 蘭潭國中 林麗雯

優等 D3 D3-0187臺中市 林垣邑 巷弄一隅 明道中學(國中部) 葉珊伶

甲等 D3 D3-0019澎湖縣 劉宇盛 靜謐 湖西國中 李奎毅

甲等 D3 D3-0057新北市-南區 蔡依芩 夢蝶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賴建華

甲等 D3 D3-0177嘉義市 周姿妘 夢 嘉華高中 彭舒渝

佳作 D3 D3-0004桃園市-北區 吳泓毅 曾經的熱鬧  熱鬧的曾經 同德國中 無

佳作 D3 D3-0005桃園市-北區 楊璧嘉 安境 慈文國中 周嘉芳

佳作 D3 D3-0009桃園市-南區 李瑄 漁港市攤 六和高中 顏靖珊

佳作 D3 D3-0011桃園市-南區 李晨溪 寂靜 楊光國中小 曾琦珍

佳作 D3 D3-0016金門縣 溫雅琪 我在飯後聽見少女的祈禱 金寧國中 吳宏軍

佳作 D3 D3-0034臺東縣 彭昱綺 松下雙棲 東海國中 王真珠

佳作 D3 D3-0056新北市-南區 呂子樂 賞鳥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葉向先

佳作 D3 D3-0067新北市-中區 李芊瑩 渴望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杜宛錚

佳作 D3 D3-0068新北市-中區 許芸瑄 覓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D3 D3-008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董庭卉 修車廠 興國高中 侯瓔珍

佳作 D3 D3-008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宜謙 小吃攤 興國高中 侯瓔珍

佳作 D3 D3-0091臺南市-南區 丁逸 飄浮的海傷 復興國中 劉輝貽

佳作 D3 D3-0094臺南市-南區 黃詩恩 海邊的工程 復興國中 林惠宜

佳作 D3 D3-0095臺南市-南區 胡恬熙 祈天 中山國中 廖虹芳

佳作 D3 D3-0097基隆市 林宛蓁 專注小花 基隆二信高中 李勿

佳作 D3 D3-0104宜蘭縣 張詔婷 塑化海洋的冰山一角 壯圍國中 林姿吟

佳作 D3 D3-0106宜蘭縣 賴羽柔 達悟族的文化 國華國中 陳皇維

佳作 D3 D3-0108宜蘭縣 簡岑芸 辛勤 羅東國中 蔡名捷

佳作 D3 D3-0109彰化縣 周宜慧 夜市人生 私立精誠高中 簡吟羽

佳作 D3 D3-0110彰化縣 施佩彣 Bleaching ocean 私立精誠高中 盧碧珊

佳作 D3 D3-0112彰化縣 盧宣嘉 同心協力 彰安國中 陳怡儒

佳作 D3 D3-0113彰化縣 邱勁踴 海洋悲歌 永靖國中 石馥綺

佳作 D3 D3-0114彰化縣 李霽耘 新城舊夢 大同國中 楊萬如

佳作 D3 D3-0120高雄市 江翎瑄 相約小吃攤 市立龍華國中 鄭雅文(正式)

佳作 D3 D3-0121高雄市 黃懿安 廚房一角 市立國昌國中 楊美芳(正式)

佳作 D3 D3-0124高雄市 林鈺凱 後巷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陳金燕(正式)

佳作 D3 D3-0125高雄市 朱晨昕 黑輪伯 市立五福國中 林幸妮(正式)

佳作 D3 D3-0133臺北市-東區 曾顯柔 東區一隅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柯瑜菁

佳作 D3 D3-0134臺北市-東區 韓霓 台北夜景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柯瑜菁

佳作 D3 D3-0139臺北市-西區 陳睿謙 窺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呂珮瑩

佳作 D3 D3-0143臺北市-西區 張育群 哇!蟑螂!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林欣美

佳作 D3 D3-0148臺北市-南區 曹瑄芸 海洋危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林文苑

佳作 D3 D3-0152臺北市-北區 邱珮瑜 林中養蜂人家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黃阡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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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D3 D3-0154臺北市-北區 張芝瑜 黃金山城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吳佳芬

佳作 D3 D3-0157新竹市 李翊嘉 失落之城 新科國中 邱于倫

佳作 D3 D3-0162新竹市 陳昱馨 壓迫 曙光女中(國中部)

佳作 D3 D3-0163雲林縣 蔡沛倫 虔誠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D3 D3-0169嘉義縣 蔡佩芬 廟會 義竹國中 董學武

佳作 D3 D3-0180嘉義市 陳玄玄 石獅子 南興國中 林頎欣

佳作 D3 D3-0182臺中市 石季霖 生生不息 五權國中 郭乙婷

佳作 D3 D3-0184臺中市 林承勳 櫻 新民高中(國中部) 鄭琹云

佳作 D3 D3-0191臺中市 陳信睿 老街時光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佳作 D3 D3-0193臺中市 許芸菀 乘風竹夢 東山高中(國中部) 梅惠清

佳作 D3 D3-0199苗栗縣 梁宇廷 憶當年 苗栗縣立後龍國中 邱翊睿

佳作 D3 D3-0205屏東縣 陳智忠 布袋戲 明正國中 方錦蕊

佳作 D3 D3-0208屏東縣 謝睿展 秋天的螃蟹 美和高中國中部 趙桂芳

佳作 D3 D3-0211南投縣 吳安節 剝螺阿嬤 私立均頭國中 劉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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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D4-0131 臺北市-南區 黃璽祐 鐵匠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特優 D4 D4-0149 雲林縣 黃婕菱 輪軸中的影子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優等 D4 D4-0088 宜蘭縣 潘律禎 棲 宜蘭國中 張俊雄

優等 D4 D4-0098 高雄市 陳靖雅 雨夜 市立光華國中 許以暄(代理)

甲等 D4 D4-0176 臺中市 李沛萱 最後的雲豹 大華國中 蔡佩融

甲等 D4 D4-006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韓宥怡 逗趣 民德國中

甲等 D4 D4-0004 桃園市-北區 邱郁潔 神旁 桃園國中 陳柏宇

佳作 D4 D4-0003 桃園市-北區 江曼瑄 殞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許妙馨

佳作 D4 D4-0039 新北市-西區 林彥伶 孤寂的雨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盧玫竹

佳作 D4 D4-0042 新北市-西區 駱凱原 捕捉 福和國中 邱欣

佳作 D4 D4-0043 新北市-南區 李泓諭 掌藝人生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潘承延

佳作 D4 D4-0049 新北市-北區 林姿君 製布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閻永瑛

佳作 D4 D4-0050 新北市-北區 張芷瑄 凝視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閻永瑛

佳作 D4 D4-0051 新北市-北區 鄭芷庭 阿伯的打鐵舖 淡水國中 朱國維

佳作 D4 D4-0054 新北市-北區 王竣廷 回不去的年代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閻永瑛

佳作 D4 D4-0069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翊嘉 最忠心的背叛 南新國中 王建皓

佳作 D4 D4-0070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楊閔心 斑駁 民德國中 陳玫蓁

佳作 D4 D4-0078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戴婕茵 夢 民德國中 陳玫蓁

佳作 D4 D4-0080 基隆市 鄒蕓伊 衣世代工程 安樂高中(國中部) 李勿

佳作 D4 D4-0081 基隆市 余依潔 獨 安樂高中(國中部)

佳作 D4 D4-0085 宜蘭縣 楊鎮宇 做黑手 宜蘭國中 張俊雄

佳作 D4 D4-0087 宜蘭縣 田黃 何日君再來 宜蘭國中 張俊雄

佳作 D4 D4-0090 宜蘭縣 郭紫晴 空污來襲 東光國中 吳成琇

佳作 D4 D4-0091 彰化縣 林秉逸 民國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王德蕙

佳作 D4 D4-0094 彰化縣 方昶華 非晴但情 溪湖國中 花千惠

佳作 D4 D4-0099 高雄市 洪孜鈺 築 市立光華國中 許以暄(代理)

佳作 D4 D4-0102 高雄市 李佑霆 城市歲月 市立嘉興國中 陳靜芳(正式)

佳作 D4 D4-0105 高雄市 陳彥綸 囚禁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D4 D4-0106 高雄市 陳槿汧 守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D4 D4-0107 高雄市 張簡珈佩 午後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威宜(正式)

佳作 D4 D4-0108 高雄市 許晴鈁 後巷.貓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D4 D4-0111 高雄市 鄭彤妤 巷弄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D4 D4-0122 臺北市-西區 李芷萱 藍鵲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潘祈達

佳作 D4 D4-0123 臺北市-西區 李芷葳 魚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潘祈達

佳作 D4 D4-0126 臺北市-西區 楊雅筑 鳥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潘祈達

佳作 D4 D4-0129 臺北市-南區 楊銘沂 翼想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佳作 D4 D4-0135 臺北市-北區 林宜潔 記憶的味道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蔡曜同

佳作 D4 D4-0137 臺北市-北區 李適安 吾!噤語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蔡曜同

佳作 D4 D4-0146 雲林縣 凃佩昕 永無止盡.汙染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D4 D4-0150 雲林縣 李昀儒 紅色的糾結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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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D4 D4-0154 嘉義縣 林昶翰 宜蘭搶孤 竹崎高中國中部 翁禎源

佳作 D4 D4-0157 嘉義市 蔡易諠 失傳的藝匠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佳作 D4 D4-0161 嘉義市 蔡宇宸 板陶滔陶樂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佳作 D4 D4-0165 臺中市 王齊櫻 飄雨的菜市場 長億高中(國中部) 何淑蕙

佳作 D4 D4-0167 臺中市 王濬呈 囚 五權國中 陳彥劭

佳作 D4 D4-0170 臺中市 陳韻安 城市夢田 至善國中 林淑華

佳作 D4 D4-0171 臺中市 陳宜靖 手牽守，安簷庇永久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D4 D4-0174 臺中市 陳家安 山水遊 至善國中 林淑華

佳作 D4 D4-0183 苗栗縣 林愷暄 巷弄一角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葉沛晴

佳作 D4 D4-0186 苗栗縣 吳宜庭 山城故事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方意捷

佳作 D4 D4-0198 南投縣 許嘉芳 攀 縣立埔里國中 劉月仙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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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D5-0146臺中市 洪楓茗 速寫雅典 立人高中(高中部) 王昭華

特優 D5 D5-0141嘉義市 張鴻恩 惘 宏仁女中 黃倫慧

優等 D5 D5-0006桃園市-南區 胡辰芸 一個人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涂裕佳

優等 D5 D5-0153臺中市 沈昊呈 蓊鬱 台中一中 朱忠勇

甲等 D5 D5-0040新北市-西區 鄭安妤 迎媽祖報平安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吳秀倫

甲等 D5 D5-0086高雄市 洪偉哲 傳統 市立高雄高工 無(無)

甲等 D5 D5-0149臺中市 王海茵 煢煢 東大附中(高中部) 林怡潓

佳作 D5 D5-0010桃園市-南區 林柏全 勤 復旦高中 梁忠弘

佳作 D5 D5-0026臺東縣 李育維 祈福 臺東高中

佳作 D5 D5-0027臺東縣 陳爰安 拾石而上 臺東女中

佳作 D5 D5-0029新北市-東區 李宜蓁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30新北市-東區 謝秉良 看見神的世界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36新北市-西區 吳翎瑜 紫下的愁思 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無

佳作 D5 D5-0037新北市-西區 戴君澔 靜謐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38新北市-西區 陳宣恩 百花伊人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41新北市-南區 林彥蓁 嘯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42新北市-南區 李卉 壓榨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D5 D5-0044新北市-北區 林芷潔 豐厚生命 金陵女中 無

佳作 D5 D5-0045新北市-北區 袁筱茜 城市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葉素靜

佳作 D5 D5-0050新北市-中區 李祐澤 淨化 光仁高中 無

佳作 D5 D5-0052新北市-中區 羅翊綝 身陷’’棋’’中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D5 D5-005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魏彤恩 農趣 興國高中 侯瓔珍

佳作 D5 D5-005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綉宓 海豔 新營高中 吳佩娟

佳作 D5 D5-0059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珉 斯金納一號實驗箱 興國高中 尤蒔萱

佳作 D5 D5-0061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柏因 古調 新營高中 黃家香

佳作 D5 D5-0065臺南市-南區 郭淳蕓 古巷 臺南女中 花于淳

佳作 D5 D5-0072基隆市 洪萌 月足 國立基隆女中 林宏維

佳作 D5 D5-0075宜蘭縣 李恩儒 一生萬物萬物歸一 羅東高中

佳作 D5 D5-0076宜蘭縣 林宸羽 耽 羅東高中 張云媤

佳作 D5 D5-0077宜蘭縣 吳紹安 戰火無情 羅東高中

佳作 D5 D5-0083彰化縣 陳柏諺 待 溪湖高中 簡世哲

佳作 D5 D5-0087高雄市 楊秉鴻 慯震.懽生 市立左營高中 林思吟(正式)

佳作 D5 D5-0097高雄市 謝宛諭 本末倒置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葉君儀(正式)

佳作 D5 D5-0101高雄市 鄭茜文 夜 市立瑞祥高中 呂玉敏(正式)

佳作 D5 D5-0106臺北市-西區 楊舒涵 未知的領域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簡伯如老師

佳作 D5 D5-0112臺北市-南區 陳冠瑜 有容乃大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吳仁華

佳作 D5 D5-0115臺北市-南區 顏伶霓 巷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林郁芳

佳作 D5 D5-0131雲林縣 廖偉辰 山澗 私立正心中學 洪雅玫

佳作 D5 D5-0139嘉義市 吳怡靚 曲 嘉義高工 林佳靜

佳作 D5 D5-0150臺中市 高乙龢 未來海上城市 東大附中(高中部) 林怡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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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D5 D5-0155臺中市 邢文瑈 生之合樂 大甲高中 林秋萍

佳作 D5 D5-0164屏東縣 張宗龍 蝴蝶效應 屏東高中 張妙茹

佳作 D5 D5-0165屏東縣 林安珈 收割 美和高中 孫世美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6

總計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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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D6-0055新竹縣 黃毓慈 回家 私立內思高工 黃庭裕

特優 D6 D6-0052新竹縣 余彩妏 暖陽 私立義民高中 周煜康

優等 D6 D6-0117臺北市-南區 張育鵬 停泊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吳漢宗

優等 D6 D6-0122臺北市-南區 李宛霖 城囂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吳漢宗

甲等 D6 D6-0011桃園市-南區 鍾羽茗 繁華中的孤獨 平鎮高中 曾淑芬

甲等 D6 D6-0124臺北市-北區 林承漢 絕代風華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甲等 D6 D6-0164臺中市 簡杏安 蟹墓 台中一中 朱忠勇

佳作 D6 D6-0006桃園市-北區 李沛錦 染冉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簡佑任

佳作 D6 D6-0012桃園市-南區 鄒和諺 靜謐 平鎮高中 曾淑芬

佳作 D6 D6-0020臺東縣 游覺輔 夜有所夢 臺東女中 康毓庭

佳作 D6 D6-0025臺東縣 羅月言 流金歲月 臺東女中 康毓庭

佳作 D6 D6-0029新北市-東區 林孟涵 傲貓睥睨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葉清浚

佳作 D6 D6-0037新北市-西區 鄭彩楹 阿勃勒盛開時 智光商工 周勝源

佳作 D6 D6-0038新北市-南區 陸嘉誠 敬生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吳剛毅

佳作 D6 D6-0039新北市-南區 郭亭妤 夜市人生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無

佳作 D6 D6-0040新北市-南區 蘇珍儀 夢·鏡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賴一豐

佳作 D6 D6-0048新北市-北區 章百儀 內心世界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廖智怡

佳作 D6 D6-0058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晁子杰  忘本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佳作 D6 D6-0061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梁芸睿 寂 臺南二中 林威丞

佳作 D6 D6-0062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林字婕 幻 臺南二中 林威丞

佳作 D6 D6-0084彰化縣 蔡秉諺 心語 員林高中 陳麗秋

佳作 D6 D6-0103高雄市 黃品翔 代代相傳的滋味 私立中華藝校 曾靜如(正式)

佳作 D6 D6-0105臺北市-東區 陳奕亘 自醒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蔡莉莉

佳作 D6 D6-0106臺北市-東區 袁文宸 滿漢全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蔡莉莉

佳作 D6 D6-0109臺北市-東區 朱婕寧 倒映空間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蔡莉莉

佳作 D6 D6-0111臺北市-西區 胡悅誼 囚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陳立中

佳作 D6 D6-0121臺北市-南區 劉汶杰 漠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許君瑋

佳作 D6 D6-0125臺北市-北區 陳諭萱 遭埋沒的童話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D6 D6-0126臺北市-北區 李儀柔 「隹」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D6 D6-0127臺北市-北區 王璟綸 hope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D6 D6-0130新竹市 廖敏如 野情塵外愜 新竹女中 許惠惠

佳作 D6 D6-0131新竹市 羅紫芸 白日夢 新竹女中 許惠惠

佳作 D6 D6-0133雲林縣 程琳鈞 思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丁易章

佳作 D6 D6-0136雲林縣 魏子殷 畫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丁易章

佳作 D6 D6-0149嘉義市 饒語婕 痕 嘉義高中 洪雅倫

佳作 D6 D6-0153臺中市 賴乙禎 旅行的意義 豐原高中 王庭捷

佳作 D6 D6-0159臺中市 陳籽羽 荼靡華爾滋 龍津高中(高中部) 邱燕君

佳作 D6 D6-0160臺中市 劉子英 凝 台中高工 葉如恩

佳作 D6 D6-0163臺中市 陳勝振 心遠帝雉偏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D6 D6-0166臺中市 劉芝妤 幽 台中一中 朱忠勇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佳作 D6 D6-0167臺中市 林明彥 摩訶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D6 D6-0168臺中市 莊幸融 傲慢與偏見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D6 D6-0175屏東縣 林柏諺 編織歲月 屏東高中 蔡月桂

佳作 D6 D6-0177屏東縣 蘇俊翰 漁港 屏東高中 張妙茹

佳作 D6 D6-0178屏東縣 李昀燊 尋 屏東高中 張妙茹

佳作 D6 D6-0182南投縣 楊淳伃 古道照顏色 國立竹山高中 陳子張

佳作 D6 D6-0183南投縣 趙昱涵 田野佳趣 國立竹山高中 陳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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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 D7-008 台北市 宋庭逸 盲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趙惠玲

特優 D7 D7-005 台北市 羅梓菡 淡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優等 D7 D7-029 屏東縣 鄭淳蔚 囚魚 國立屏東大學 林大維

優等 D7 D7-018 台北市 劉采璇 乖小孩 臺北市立大學 林子龍

甲等 D7 D7-021 嘉義縣 許斐辰 COCO 南華大學 葉宗和

甲等 D7 D7-023 嘉義縣 蕭宛柔 潛伏於罌粟花間的螳螂幻獸 南華大學 葉宗和

甲等 D7 D7-030 屏東縣 楊凱婷 冉冉 國立屏東大學 林永明

佳作 D7 D7-020 嘉義縣 鄭琪耀 我執 南華大學 葉宗和

佳作 D7 D7-031 屏東縣 沈宜萱 煩 · 絲 國立屏東大學 林永明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

總計 9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班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班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班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班系得獎名冊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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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D8 D8-002 新北市 涂進財 大霸尖山 華梵大學 莊兵

佳作 D8 D8-001 新北市 劉宇珊 融 輔仁大學 凌春玉

甲等 1

佳作 1

總計 2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