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1 F1-0182 臺中市 石琬圓 幻想宇宙 大元國小 魏筠蓉

特優 F1 F1-0203 苗栗縣 徐子甯 音樂會 苗栗縣立中正國小 鍾淑卿

優等 F1 F1-0149 臺北市-南區 范湘妮 黑豹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小學 陳麗如

優等 F1 F1-0055 新北市-南區 林亮辰 媽祖婆婆出來了!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甲等 F1 F1-0123 高雄市 劉皓玄 熱帶雨林 市立屏山國小 蔡佩玲(正式)

甲等 F1 F1-0178 嘉義市 王奕棨 挽面一角 崇文國小 蔡珮真

甲等 F1 F1-0002 桃園市-北區 張云綺 跳躍的舞龍 建德國小 無

佳作 F1 F1-0001 桃園市-北區 陳姿儀 擠牛奶 中山國小 丘瑞棻

佳作 F1 F1-0020 澎湖縣 王翎全 小魚飛上天 中正國小 陳淑真

佳作 F1 F1-0021 澎湖縣 許興隆 百變機器人 後寮國小 翁沛瑩

佳作 F1 F1-0037 連江縣 曹丞逸 公雞在走路 中正國中小

佳作 F1 F1-0043 新北市-東區 古姍穎 暢飲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陳美如

佳作 F1 F1-0044 新北市-東區 吳易芯 我最愛的冠軍拉麵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吳萱甯

佳作 F1 F1-0046 新北市-東區 陳芷翎 好吃地瓜大豐收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陳美如

佳作 F1 F1-0050 新北市-西區 李金鴻 上課冥想－水中游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范以玲

佳作 F1 F1-0052 新北市-西區 彭珮緁 跳舞的仙女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陳怡儒

佳作 F1 F1-0053 新北市-西區 莊蕙宇 菜園生態觀察 榮富國小 陳苾文

佳作 F1 F1-0054 新北市-西區 林品妍 文化之旅 榮富國小 吳瑞巧

佳作 F1 F1-0057 新北市-南區 曹舒婷 綁頭髮 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 無

佳作 F1 F1-0061 新北市-北區 侯妙鈴 虎爺報平安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黃今津

佳作 F1 F1-0065 新北市-北區 張湘妮 廟宇藝術 集美國小 賴湘庭

佳作 F1 F1-0072 新北市-中區 黃馨慧 精彩一〇一 大觀國小 謝明栖

佳作 F1 F1-0082 新竹縣 林禹彤 大肥貓與小老鼠之大眼瞪小眼 縣立竹北國小 莊如璟

佳作 F1 F1-0084 新竹縣 曾羽萱 狼來了 縣立大肚國小 林威仁

佳作 F1 F1-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翊嘉 水族館的獅子魚 樹人國小 洪千婷

佳作 F1 F1-008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魏詡祐 烏樹林小火車 樹人國小 劉裕承

佳作 F1 F1-0088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花維晨 老鷹飛過烏樹林 樹人國小 花誌陽

佳作 F1 F1-0110 彰化縣 李昀庭 觀賞企鵝秀 東芳國小 許家芬

佳作 F1 F1-0112 彰化縣 林韋伶 雲霄飛車 和美國小 施佩君

佳作 F1 F1-0114 彰化縣 李宇綜 驚奇的挪威魚干 民生國小 粘瑞蘭

佳作 F1 F1-0121 高雄市 林威帆 調皮的小孩 市立阿蓮國小 曾怡仁(正式)

佳作 F1 F1-0124 高雄市 陳紹宸 魚市場 市立桂林國小 張淑珍(正式)

佳作 F1 F1-0128 高雄市 廖立軒 吊橋驚旅 市立四維國小 高曰芳(正式)

佳作 F1 F1-0132 高雄市 陳品諺 鬼屋冒險 市立光華國小 謝紀淳(正式)

佳作 F1 F1-0133 臺北市-東區 黃亭瑋 駱駝的花衣裳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葉惠玲

佳作 F1 F1-0136 臺北市-東區 鄭允劼 我的大甲蟲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無

佳作 F1 F1-0147 臺北市-南區 施羽恩 逗貓樂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小學 陳麗如

佳作 F1 F1-0148 臺北市-南區 羅逸鍇 我和變色龍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小學 陳麗如

佳作 F1 F1-0150 臺北市-南區 陳宥希 森林裡的大嘴鳥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F1 F1-0170 嘉義縣 方啟華 唱古謠 新美國小 高慧玲

佳作 F1 F1-0173 嘉義縣 陳宥臻 你在哪裡？ 大同國小 謝青吟

佳作 F1 F1-0177 嘉義市 孫慕傑 爺孫樂 崇文國小 蔡珮真

佳作 F1 F1-0183 臺中市 呂韋辰 千里眼和順風耳 東勢國小 無

佳作 F1 F1-0186 臺中市 陳玄浩 養雞趣 東勢國小 徐俊雄

佳作 F1 F1-0187 臺中市 饒宸睿 夜間的打鐵舖 大同國小 王馨蓮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國小中年級班得獎名冊



佳作 F1 F1-0188 臺中市 莊貽捷 腕力比賽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F1 F1-0190 臺中市 林奕辰 悄悄話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F1 F1-0191 臺中市 邱芷妍 原住民編織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F1 F1-0192 臺中市 江沛紋 鸚鵡 大新國小 黃振源

佳作 F1 F1-0195 臺中市 黃柔依 各種的面具 順天國小 塗淑如

佳作 F1 F1-0197 臺中市 陳昀熙 狗 南陽國小 陳淑娟

佳作 F1 F1-0198 臺中市 王梓旭 青蛙 瑞穗國小 無

佳作 F1 F1-0201 苗栗縣 連迹婷 吃麵好滋味 苗栗縣立僑育國小 蔡美珠

佳作 F1 F1-0202 苗栗縣 陳建宇 買賣水果 苗栗縣立中正國小 陳淑娟

佳作 F1 F1-0204 苗栗縣 廖欣芸 音樂會 苗栗縣立僑育國小 蔡美珠

佳作 F1 F1-0206 屏東縣 林庭米 貓頭鷹的音樂會 民和國小 許修維

佳作 F1 F1-0209 屏東縣 顏君容 音樂世界 唐榮國小 林穂君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50

總計 57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2 F2-0105 宜蘭縣 劉子棋 找寶藏 公正國小 余東昇

特優 F2 F2-0064 新北市-北區 張芷瑄 大鼓咚咚鏘 新北市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 王美鳳

優等 F2 F2-0047 新北市-東區 楊宸宥 橘子熟了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陳培菁

優等 F2 F2-0126 高雄市 蘇紹齊 我的知性之旅--淡水印象市立桂林國小 王詩雅(正式)

甲等 F2 F2-0053 新北市-西區 謝雨芯 阿公的理髮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謝雨芯

甲等 F2 F2-0205 屏東縣 馮昱翔 誰是獅王？ 民和國小 許修維

甲等 F2 F2-0184 臺中市 黃昱嘉 我的夢想獨奏會 光復國小 張東瑋

佳作 F2 F2-0007 桃園市-南區 吳玟萱 運動會 上湖國小 黎惠文

佳作 F2 F2-0008 桃園市-南區 傅毓翔 想念外婆的小籠包 中壢國小 謝鶯鶯

佳作 F2 F2-0011 桃園市-南區 薛崧亨 達文西遇到孟克 中壢國小 謝鶯鶯

佳作 F2 F2-0044 新北市-東區 陳幼甯 貓頭鷹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 朱禮群

佳作 F2 F2-0045 新北市-東區 張詠程 夢幻森林 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無

佳作 F2 F2-0048 新北市-東區 吳品嫻 動物與我書海游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陳美如

佳作 F2 F2-0049 新北市-西區 陳思辰 市場一隅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佳作 F2 F2-0050 新北市-西區 王梓亘 阿嬤ㄟ紅龜粿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佳作 F2 F2-0051 新北市-西區 葉佳銓 捏出鄉土情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佳作 F2 F2-0052 新北市-西區 李瑋翎 金山蹦火仔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佳作 F2 F2-0054 新北市-西區 林幸儀 貓實驗室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

佳作 F2 F2-0055 新北市-南區 江芷稜 生日派對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 葉芳君

佳作 F2 F2-0057 新北市-南區 張家睿 瘋狂解憂夾夾樂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吳詠綺

佳作 F2 F2-0060 新北市-南區 劉行方 伸出援手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中小 林怡如

佳作 F2 F2-0069 新北市-中區 董宥言 胡椒餅小販 大觀國小 吳光懿

佳作 F2 F2-0071 新北市-中區 李佳蓁 豐年祭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鄭名惠

佳作 F2 F2-0079 新竹縣 彭鈺喬 可愛的大嘴鳥 縣立新社國小 賴金英

佳作 F2 F2-0091 臺南市-南區 秦子淇 還要多久啊！——該選哪雙呢？南大附小 溫美玉

佳作 F2 F2-0095 臺南市-南區 林宇澤 會灌進嗎？ 慈濟高中 楊桂菁

佳作 F2 F2-0104 宜蘭縣 李彥廷 我家的小白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F2 F2-0106 宜蘭縣 陳蔚榕 考古學家 光復國小 楊又嘉

佳作 F2 F2-0107 宜蘭縣 林以婕 海上捕魚 黎明國小 賴慧娟

佳作 F2 F2-0108 宜蘭縣 古佳龍 怪怪腳腳 羅東國小 林嘉鈺

佳作 F2 F2-0109 彰化縣 林舒萁 創作的時光 南郭國小 吳承德

佳作 F2 F2-0110 彰化縣 陳有慧 金光強強滾 東溪國小 陳銘漢

佳作 F2 F2-0111 彰化縣 柯艿彣 溫泉魚 忠孝國小 黃稚婷

佳作 F2 F2-0112 彰化縣 李安綺 好大的蒲公英 民生國小 粘瑞蘭

佳作 F2 F2-0114 彰化縣 施品瑄 豔紫荊花開鳥兒樂 天盛國小 蕭達憶

佳作 F2 F2-0115 高雄市 潘珩昕 排灣族部落婚禮 市立鹽埕區忠孝國小 郭耀鴻(代理)

佳作 F2 F2-0124 高雄市 黃秉畯 關燈後 市立四維國小 王蕙琪(代理)

佳作 F2 F2-0128 高雄市 董宥 地球的容顏 市立鳳西國小 陳伯全(正式)

佳作 F2 F2-0132 高雄市 陳牧澤 都會公園之旅 市立七賢國小 陳俊良(正式)

佳作 F2 F2-0133 臺北市-東區 洪健庭 好吃的烤魚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陳怡秀

佳作 F2 F2-0134 臺北市-東區 黃虹蓁 戲偶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 莊嘉榮

佳作 F2 F2-0135 臺北市-東區 彭靖絨 刻木雕的老人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許仲恩

佳作 F2 F2-0136 臺北市-東區 蔡濰安 我的寵物變色龍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陳國儀

佳作 F2 F2-0145 臺北市-南區 梁睿均 生態危機 塑入海洋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沈煒雯

佳作 F2 F2-0146 臺北市-南區 張芯慈 包粽子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楊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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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F2 F2-0161 新竹市 鄭頊澔 吉祥如意獅 三民國小 洪瓊燕

佳作 F2 F2-0170 嘉義縣 方雅蕾 鄒族少女 新美國小 高慧玲

佳作 F2 F2-0172 嘉義縣 林峯禾 鄒族戰祭 新美國小 高慧玲

佳作 F2 F2-0175 嘉義市 包佩鑫 霸凌 大同國小 蕭嘉木

佳作 F2 F2-0183 臺中市 管偲含 採葡萄 中山國小 陳曉萍

佳作 F2 F2-0185 臺中市 郭一蘺 瀰漫的城市 大元國小 周于平

佳作 F2 F2-0188 臺中市 呂采庭 我不要洗頭髮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F2 F2-0194 臺中市 林綺賓 雨林裡的小故事 翁子國小 蔡宜青

佳作 F2 F2-0198 臺中市 卓靖瑄 動物醫院 大甲區文昌國小 吳依倫

佳作 F2 F2-0206 屏東縣 徐書瑋 繁忙的果菜市場 屏大附小 張鶯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8

總計 55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3 F3-0101 宜蘭縣 陳元鈞 保庇！保庇-PM2.5？ 國華國中 鄭淑君

特優 F3 F3-0102 宜蘭縣 游程皓 我想擁抱的不是空汙 慈心華德福(國中部) 賴美惠

優等 F3 F3-0166 嘉義縣 陸汕雲 小世界 水上國中 江佳盈

優等 F3 F3-0104 宜蘭縣 陳宥楨 消．逝．中 羅東國中 羅悅慈

甲等 F3 F3-0142 臺北市-南區 Doreen Chiang 江宜蓁「鈴」漓盡致，舞青春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無

甲等 F3 F3-0131 臺北市-東區 李宛諭 最遙遠的距離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汪季嫻

甲等 F3 F3-0063 新北市-北區 王啓安 歸來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林嘉文

佳作 F3 F3-0007 桃園市-南區 陸芯翎 自然的危機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F3 F3-0010 桃園市-南區 陳慶頤 躲貓貓 龍潭國中 張筱芸

佳作 F3 F3-0015 金門縣 呂香庭 旋轉木馬 金寧國中 吳宏軍

佳作 F3 F3-0040 連江縣 林可文 原民女孩 東引國中小 鄭雅芬

佳作 F3 F3-0044 新北市-東區 彭郁喬 紙傘風采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3 F3-0048 新北市-東區 高亮絜 臺灣之美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林麗華

佳作 F3 F3-0050 新北市-西區 楊舒晴 娃娃屋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F3 F3-0053 新北市-西區 鄒定穎 地球浩劫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邱怡綾

佳作 F3 F3-0055 新北市-南區 李昀庭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莊雍和

佳作 F3 F3-0056 新北市-南區 李懿鳳 等待時的寂靜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張雅婷

佳作 F3 F3-0059 新北市-南區 鄭宇忻 現實與想像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無

佳作 F3 F3-0062 新北市-北區 張申儒 hope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F3 F3-008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林子賢 造飛機 後壁國中 廖卿玟

佳作 F3 F3-0088 臺南市-南區 陳又榛 台灣教育 光華高中 蘇惠珍

佳作 F3 F3-0089 臺南市-南區 黃郁芸 翱翔 復興國中 林惠宜

佳作 F3 F3-0090 臺南市-南區 陳葭芊 火撲飛蛾 復興國中 李藺芳

佳作 F3 F3-0092 臺南市-南區 夏晏婷 共存 左鎮國中 翁君菱

佳作 F3 F3-0093 臺南市-南區 張庭瑜 別怕，有我在 復興國中 林冬梅

佳作 F3 F3-0103 宜蘭縣 張容瀚 繪畫狂熱者 慈心華德福(國中部) 李佳瑾

佳作 F3 F3-0110 彰化縣 謝宜璇 束縛 鹿港國中 何欣怡

佳作 F3 F3-0111 彰化縣 陳冠銘 彰化印象 和群國中 陳玉燕

佳作 F3 F3-0121 高雄市 彭亮瑄 Bright的教堂 市立五福國中 官孟玄(正式)

佳作 F3 F3-0123 高雄市 陳詠晴 少女的狂想 市立小港國中 陳娜娜(正式)

佳作 F3 F3-0125 高雄市 楊宜蓉 製墨師傅 市立五福國中 官孟玄(正式)

佳作 F3 F3-0126 高雄市 林巧婷 烏魚之豐收 市立五福國中 官孟玄(正式)

佳作 F3 F3-0127 高雄市 李晧廷 豐收 市立苓雅國中 許錦華(正式)

佳作 F3 F3-0130 臺北市-東區 黃亭瑄 海之幸・鮮魚湯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姚蘋

佳作 F3 F3-0132 臺北市-東區 林依涵 時代的枷鎖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黃惠琳

佳作 F3 F3-0133 臺北市-東區 管羿淳 熱鬧的廟會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無

佳作 F3 F3-0135 臺北市-東區 彭宜珊 熱鬧的廟會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沈憶珊

佳作 F3 F3-0148 臺北市-北區 吳佩潔 陰影作崇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侯筱珉

佳作 F3 F3-0152 臺北市-北區 周恩豪 空污、危害、PM2.5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侯筱珉

佳作 F3 F3-0156 新竹市 廖佩芹 俯瞰台灣之美 建華國中 游涵淑

佳作 F3 F3-0160 雲林縣 鄭絜倪 "鄉"味的印象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F3 F3-0161 雲林縣 曾炫綺 叢林豔后 斗六國民中學 蕭明宇

佳作 F3 F3-0162 雲林縣 丁宜蓁 甜吻吻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F3 F3-0164 雲林縣 許芷綺 山的守護神-"樹"光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F3 F3-0175 嘉義市 沈怡廷 鄉愁 嘉華高中 彭舒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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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F3 F3-0184 臺中市 洪頌恩 記憶 四箴國中 無

佳作 F3 F3-0190 臺中市 卓聿豐 生態魔手 衛道高中(國中部) 莫昍霖

佳作 F3 F3-0193 臺中市 鄭琍文 幻之貓 弘文高中(國中部) 宋貴晶

佳作 F3 F3-0194 臺中市 郭祐君 污染的下一代 大甲國中 趙文章

佳作 F3 F3-0196 苗栗縣 溫沐錦 柿餅的季節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余湘筠

佳作 F3 F3-0198 苗栗縣 徐定 家和萬「柿」興 苗栗縣立致民國中 邱聖仁

佳作 F3 F3-0203 屏東縣 王新霏 生態的平衡 明正國中 張琇雅

佳作 F3 F3-0208 南投縣 廖弈銓 泣 縣立南崗國中 廖國文

佳作 F3 F3-0209 南投縣 蘇芯儀 好運豬到，諸福旺來 縣立中興國中 林英霖

佳作 F3 F3-0210 南投縣 邱琬庭 蝶悟紛飛 縣立集集國中 陳惠珊

佳作 F3 F3-0211 南投縣 陳柏瑜 面對恐懼 縣立南崗國中 吳振益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4 F4-0184 屏東縣 郭庭妤 動物‧食物‧靜物 大同高中國中部 蕭郁樺

特優 F4 F4-0061 新竹縣 游又綺 學習‧尋鹿 縣立竹北國中 魏杏芳

優等 F4 F4-0185 屏東縣 徐瑛蔚 日常重覆 大同高中國中部 張雅涵

優等 F4 F4-0083 宜蘭縣 林承磊 境 東光國中 陳韋立

甲等 F4 F4-0187 屏東縣 林芊卉 空間 光春國中 陳柏倫

甲等 F4 F4-0125 臺北市-南區 陳詠昕 旅程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甲等 F4 F4-0102 高雄市 張云芊 我的旅遊行腳─柯隆大教堂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F4 F4-0004 桃園市-北區 毛祖英 異世界 桃園國中 陳姝慧

佳作 F4 F4-0005 桃園市-北區 郭孟錡 花鳥 桃園國中 陳姝慧

佳作 F4 F4-0006 桃園市-北區 羅芷葳 sea 桃園國中 陳姝慧

佳作 F4 F4-0007 桃園市-南區 趙珮儒 何去何從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F4 F4-0008 桃園市-南區 黃晨嘉 鼠貓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F4 F4-0009 桃園市-南區 王婉薰 文具的運動會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F4 F4-0015 澎湖縣 陳育瑄 孫悟空 馬公國中 陳美瑤

佳作 F4 F4-0025 臺東縣 劉宇桁 Dream fish･ escape 新生國中 傅嘉琳

佳作 F4 F4-0033 新北市-西區 彭若儀 更迭 福和國中 李冠瑢

佳作 F4 F4-0034 新北市-西區 盧韻方 織 福和國中 李冠瑢

佳作 F4 F4-0035 新北市-西區 郭千嘉 衝突 福和國中 李冠瑢

佳作 F4 F4-0038 新北市-南區 錢    俐 凋零的世代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無

佳作 F4 F4-0044 新北市-北區 林沁璇 碼頭 淡水國中 林儀芬

佳作 F4 F4-0046 新北市-北區 陳庭凰 Anomalocaris 淡水國中 高琇慧

佳作 F4 F4-0052 新北市-中區 郭佩君 學習湯 新埔國中 陳萬宗

佳作 F4 F4-0054 新北市-中區 姜欣妤 腹黑 新埔國中 陳萬宗

佳作 F4 F4-0058 新竹縣 鄭采軒 夾縫求生 縣立竹北國中 范逸芳

佳作 F4 F4-0071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品睿 網事 民德國中 張啟宏

佳作 F4 F4-0080 宜蘭縣 劉柏廷 腐蝕 宜蘭國中 黃郁雯

佳作 F4 F4-0082 宜蘭縣 阮御棋 Summer 宜蘭國中 陳惠菊

佳作 F4 F4-0085 宜蘭縣 邱芷琪 攏嘸氣了 東光國中 陳韋立

佳作 F4 F4-0086 彰化縣 詹子睿 PM2.5的反噬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F4 F4-0087 彰化縣 陳煜博 樹人的憂愁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F4 F4-0088 彰化縣 李宜駿 石虎悲歌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F4 F4-0090 彰化縣 張熒倫 歡迎光臨 溪湖國中 江承睿

佳作 F4 F4-0093 高雄市 蘇郁閔 旗山老街 市立五甲國中 無(無)

佳作 F4 F4-0096 高雄市 李芃臻 懷念鄉下的阿嬤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F4 F4-0104 高雄市 蔡昀蓁 高雄印象 市立鳳山國中 張聖慧(正式)

佳作 F4 F4-0106 高雄市 張芯睿 家·工廠 市立鳳山國中 張聖慧(正式)

佳作 F4 F4-0107 高雄市 張鈞堯 花中的城市嘉年華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F4 F4-0110 臺北市-東區 陳亮璇 Dreams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F4 F4-0123 臺北市-南區 馬敬棠 循環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佳作 F4 F4-0129 臺北市-北區 陳芋馨 核能，真的好嗎?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李雅凌

佳作 F4 F4-0135 新竹市 曾潔心 吼 建華國中

佳作 F4 F4-0140 雲林縣 詹芷罃 按讚之後 私立正心中學 廖定詳

佳作 F4 F4-0141 雲林縣 許家盈 海中的隱形殺手 私立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F4 F4-0160 臺中市 林靖婕 從前與現在 爽文國中 李玉美

佳作 F4 F4-0165 臺中市 蕭宇佑 蕉園綠「悠」遊 四箴國中 王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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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F4 F4-0167 臺中市 周宥錚 創。未來 向上國中 陳采青

佳作 F4 F4-0168 臺中市 黃柏為 街不完的「招」「牌」不盡的街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F4 F4-0171 臺中市 李柏穎 科學•智慧 大甲國中 呂文珊

佳作 F4 F4-0177 苗栗縣 梁筱妮 破壞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廖云榛

佳作 F4 F4-0178 苗栗縣 鄧睿唐 祖孫情 苗栗縣立明仁國中 蔡佳茹

佳作 F4 F4-0182 屏東縣 王紆媗 追憶似水年華 大同高中國中部 張雅涵

佳作 F4 F4-0183 屏東縣 許弘願 焊匠的仙女棒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5 F5-0149 屏東縣 郭冠妤 方向 屏東女中 無

特優 F5 F5-0044 新北市-北區 孫瑞霞 環我漂漂時尚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葉素靜

優等 F5 F5-0143 苗栗縣 林昱旻 逝去的生命泉源 苗栗縣立三義高中 邱聖仁

優等 F5 F5-0111 新竹市 羅瑋翔 石虎，何去何從? 新竹高中 劉時傑

甲等 F5 F5-0142 臺中市 紀典佑 鶴立「機」群 致用高中 劉郁嘉

甲等 F5 F5-0093 臺北市-東區 黃弋軒 失落的森林公園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廖吟軒

甲等 F5 F5-0098 臺北市-西區 吳庭瑜 沉硨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徐瑞昌

佳作 F5 F5-0008 桃園市-南區 邱鈺玲 造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許雯婷

佳作 F5 F5-0009 桃園市-南區 呂彥儀 END,START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許雯婷

佳作 F5 F5-0011 桃園市-南區 許庭瑄 侵吻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F5 F5-0029 新北市-東區 吳亭頤 誘惑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5 F5-0030 新北市-東區 鐘元琛 鯨遇奇航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5 F5-0034 新北市-西區 蔡知耘 Chih-Yun Kate Tsai 付之一炬 Set It Aflame 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 Bronwen Shelwell

佳作 F5 F5-0037 新北市-西區 王博玄 淪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羅俊強

佳作 F5 F5-0050 新北市-中區 葉芷妍 黑洞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林麗雲

佳作 F5 F5-0053 新竹縣 蔡均侑 茫，目 國立竹北高中 劉亞騏

佳作 F5 F5-0058 臺南市-南區 黃靖雅 誰才是我的朋友? 家齊女中

佳作 F5 F5-0067 宜蘭縣 王冠甯 救贖 羅東高中

佳作 F5 F5-0068 宜蘭縣 吳昀蓁 Freedom 羅東高中

佳作 F5 F5-0070 宜蘭縣 池舒芳 日本旅人冬天的雪夜 蘇澳海事 阮淑真

佳作 F5 F5-0071 宜蘭縣 陳加欣 現代桃花園 羅東高中

佳作 F5 F5-0079 高雄市 林育慈 框不住的自由 市立高雄中學 無(無)

佳作 F5 F5-0091 臺北市-東區 陳若瑛 秘境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翁涵怡

佳作 F5 F5-0092 臺北市-東區 邱于倫 玩具屋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施如瑄

佳作 F5 F5-0094 臺北市-東區 翁瑄憶 控制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曾琪媛

佳作 F5 F5-0095 臺北市-東區 吳律嫻 嚮往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曾琪媛

佳作 F5 F5-0097 臺北市-西區 許芷柔 軀體型妄想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5 F5-0101 臺北市-南區 范家瑄 遺忘的英雄故事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陳適之

佳作 F5 F5-0102 臺北市-南區 江晨瑜 I Dreamed A Dream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許富鳳

佳作 F5 F5-0103 臺北市-南區 黃禹捷 甜食腦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無

佳作 F5 F5-0110 新竹市 李宗翰 時間逃去哪? 光復中學 鄭淑雯

佳作 F5 F5-0119 嘉義縣 李易瑾 閒 竹崎高中 張寧

佳作 F5 F5-0124 嘉義市 林伯昱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F5 F5-0126 嘉義市 陳文賢 餘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F5 F5-0127 臺中市 呂珊如 筆夢生花 市立大里高中(高中部) 胡雅涵

佳作 F5 F5-0129 臺中市 陳鋥錡 AI世代的來臨 僑泰高中(高中部) 林郁廷

佳作 F5 F5-0132 臺中市 胡丞萱 Unique 興大附中 陳志和

佳作 F5 F5-0133 臺中市 謝易廷 飛魚 東大附中(高中部) 林怡潓

佳作 F5 F5-0144 苗栗縣 梁詩宜 星空下的期許 國立苑裡高中 鄭淑璟

佳作 F5 F5-0147 苗栗縣 邱冠澄 動物的反撲 國立苑裡高中 林佳瑩

佳作 F5 F5-0148 苗栗縣 邱薏璇 爭奪 國立苑裡高中 林佳瑩

佳作 F5 F5-0150 屏東縣 李映萱 滿載甜美 屏東女中 潘孟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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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5

總計 42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6 F6-0001 桃園市-北區 吳貴希 舒適圈 南崁高中 陳美萍

特優 F6 F6-0152 臺中市 林冠廷 拾憶 台中一中 楊振華

優等 F6 F6-0030 新北市-南區 歐愷昕 璀璨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陳敬飛

優等 F6 F6-0031 新北市-南區 游秉棋 笨弟弟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甲等 F6 F6-0153 臺中市 周奕杰 迷失與選擇 台中一中 楊振華

甲等 F6 F6-0110 臺北市-南區 謝依軒 生命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甲等 F6 F6-005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育萱 牽手 光華高中 蘇惠珍

佳作 F6 F6-0004 桃園市-北區 邱楡晴 光陰的故事 振聲高中 陳燦陽

佳作 F6 F6-0019 臺東縣 周芷安 時間緊迫的空虛 臺東女中 宋佳璇

佳作 F6 F6-0021 新北市-東區 詹怡均 記得那年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F6 F6-0023 新北市-東區 柯又嘉 手握的日光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F6 F6-0025 新北市-東區 陳筠涵 赤裸的夢境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F6 F6-0026 新北市-東區 楊文瑩 沙漏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F6 F6-0032 新北市-南區 黃昱耀 被遺忘的夥伴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F6 F6-0033 新北市-南區 廖兆華 同窗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陳敬飛

佳作 F6 F6-0034 新北市-南區 黃馨卉 笨蛋與煩惱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F6 F6-0036 新北市-北區 張芷瑄 蘊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6 F6-0037 新北市-北區 江嘉祐 冥想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無

佳作 F6 F6-0042 新北市-中區 陳品維 AI來了!我的未來在哪裡?豫章工商 黃國樑

佳作 F6 F6-005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謝丞洺 視角 後壁高中 林昭安

佳作 F6 F6-005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湘婷 成癮 臺南高商 劉冠吟

佳作 F6 F6-0062 基隆市 柯宥羽 打拼 基隆二信高中 陳良蕙

佳作 F6 F6-0063 基隆市 楊  祺 破牢 基隆二信高中 李俊龍

佳作 F6 F6-0064 基隆市 艾詩芸 童趣 基隆二信高中 李俊龍

佳作 F6 F6-0065 基隆市 李怡茹 辛苦 基隆二信高中 李俊龍

佳作 F6 F6-0068 宜蘭縣 戴云熏 車廂物語 宜蘭高中 陳皇維

佳作 F6 F6-0070 宜蘭縣 藍玉婷 人訂勝天 宜蘭高商 曾仁義

佳作 F6 F6-0073 宜蘭縣 林庭玉 省.視 宜蘭高商 謝淨安

佳作 F6 F6-0080 高雄市 李承蓁 綠蠵龜哀歌 國立鳳新高中 無(無)

佳作 F6 F6-0083 高雄市 洪寀翎 百花叢裡過 片葉不沾身私立中華藝校 潘士豪(正式)

佳作 F6 F6-0085 高雄市 林伊嫻 浮生若夢 市立海青工商 楊郁芳(正式)

佳作 F6 F6-0086 高雄市 黃彥智 陽光的年輕阿美族 市立高雄高商 馬世聰(正式)

佳作 F6 F6-0087 高雄市 周楟秣 幻化 國立鳳新高中 無(無)

佳作 F6 F6-0098 臺北市-東區 林語庭 傀儡遊戲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邱逸民

佳作 F6 F6-0099 臺北市-東區 蔡承晏 坐擁學海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李雅婷

佳作 F6 F6-0107 臺北市-西區 郝品純 浮生若夢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F6 F6-0108 臺北市-西區 陳華芊 Real Facts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F6 F6-0111 臺北市-南區 李昀融 家。聚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李聰祺

佳作 F6 F6-0112 臺北市-南區 左承玉 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劉鎮南

佳作 F6 F6-0115 臺北市-南區 楊伊珮 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F6 F6-0146 臺中市 吳舒涵 忠魚原本 明道中學(高中部) 無

佳作 F6 F6-0155 臺中市 柯榆柔 交錯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F6 F6-0156 臺中市 陳佩妤 再盼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F6 F6-0157 臺中市 陳胤儒 觀．圍 台中一中 楊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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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F6 F6-0159 苗栗縣 李佳軒 「沒」花鹿 國立苑裡高中 林佳瑩

佳作 F6 F6-0160 苗栗縣 古采霓 夢魘 國立苑裡高中 林佳瑩

佳作 F6 F6-0162 苗栗縣 鍾柏盧 時代的危險因子 國立苑裡高中 林佳瑩

佳作 F6 F6-0164 屏東縣 謝孟蓉 流光 屏東高中 許育菁

佳作 F6 F6-0165 屏東縣 賴岑宣 於焉蛻變 屏東高中 許育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7 F7-015 台北市 賴美如 在記憶裡穿梭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特優 F7 F7-007 彰化縣 張弘霖 競泳 彰化師範大學 黃得誠

優等 F7 F7-005 台南市 古汝翹 略過 國立台南大學 高實珩

優等 F7 F7-003 新北市 郭聖育 3點10分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黃得誠

甲等 F7 F7-016 台北市 賴怡婷 每一天，我都是疊加過後的自己。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甲等 F7 F7-006 台南市 張澈 快樂進行曲―喜極而泣 國立台南大學 高實珩

甲等 F7 F7-022 新竹市 張維媗 嗯？ 玄奘大學 翁梁源

佳作 F7 F7-001 新北市 陳明洋 渺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黃得誠

佳作 F7 F7-002 新北市 林容 莊生曉夢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黃得誠

佳作 F7 F7-008 新竹市 賴又如 思空間 國立清華大學 王振泰

佳作 F7 F7-009 新竹市 林子涵 溝通所 國立清華大學 王振泰

佳作 F7 F7-010 新竹市 李沅蓉 寄託 國立清華大學 王振泰

佳作 F7 F7-013 台北市 陳冠穎 Universe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佳作 F7 F7-014 台北市 葉芸茜 遊蕩的輪廓線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佳作 F7 F7-017 台北市 李芳妮 那些尚未治癒的病痛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佳作 F7 F7-018 台北市 陳宛俞 在記憶之後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佳作 F7 F7-019 台北市 吳怡蓁 前進莎勒曼島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楊紋瑜

佳作 F7 F7-020 新竹市 汪倩玉 蕴 玄奘大學 王毓麒

佳作 F7 F7-021 新竹市 吳浚愷 衍員 玄奘大學 王毓麒

佳作 F7 F7-023 新竹市 盧奕瑄 靈魂盡頭 玄奘大學 王毓麒

佳作 F7 F7-024 台南市 俞柏安 自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林宜炫

佳作 F7 F7-026 台南市 郭宇 森林狂想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劉育明

佳作 F7 F7-027 台南市 陳宜盈 HOPES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劉育明

佳作 F7 F7-029 台南市 蕭宏澤 一體兩面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劉育明

佳作 F7 F7-034 台南市 戴翊如 迷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劉育明

佳作 F7 F7-036 台南市 林宗賢 冥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9

總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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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F8 F8-003 高雄市 邱聖仁 菩提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蔡佩桂

特優 F8 F8-001 新北市 鍾宇傑 現代啟示錄 國立空中大學 張元俍

優等 F8 F8-002 桃園市 劉家絨 花園傘蜥異 陸軍專科學校 吳佳蓉

優等 F8 F8-004 台北市 劉哲佑 放學樂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2年級  刑事警察科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0

佳作 0

總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