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作獎名單 

台北市 

雙連幼稚園     陳宜慧  爸爸送貨 

小企鵝美術陶藝幼稚園  胡鈞甯  我的寵物 

小企鵝美術陶藝幼稚園  曾珵胤  蜘蛛怪獸 

智成藝術學院大班    鄭婷云  舞龍好神氣 

智成藝術學院大班    鄭雅云  舞龍真熱鬧 

小企鵝美術陶藝幼稚園  黃科穎  美麗的太陽花 

玉成國小附幼大班 柯羿辰  姑姑結婚 

新生國小附幼大班 張言碩  騎大象 

敦化國小一年級     黃浩宇  媽媽騎腳踏車載我 

大安國小一年級     柯鳴粧  遊行 

濱江國小一年級     陳柏霖  花博之旅 

社子國小一年級     王立景 

康寧國小一年級     吳佳穎  乳牛 

永樂國小一年級     張峻豪  跑車競技 

濱江國小一年級     王中清  溪頭妖怪村 

明德國小一年級     丁肇佑  花園國王 

松山國小一年級     李依嬡  過新年真熱鬧 

民權國小二年級     郁曼苓  瓜瓜一家人 

濱江國小二年級     謝雨祐  斑馬 

建安國小二年級     林子恆  未來的移動城市 

新民國小二年級     施博瀚  我的演奏會 

木柵國小二年級     李宸顥  血拼 

民生國小二年級     王勻希  彩色鳥 

博愛國小二年級     蔡宜恬  門神 

東門國小二年級     徐得眾  熱鬧的廟會 

大直國小二年級     孫嘉君  小丑 

萬福國小二年級     謝少榕  地底下的世界 

木柵國小二年級     林凡霽  門神 

濱江國小二年級     李承妍  農家樂豐收 

幸安國小二年級     粟煒學  山洞裡的壁畫 

溪口國小二年級     關楚薰  原住民 

萬福國小二年級     李育蘋  榕樹下玩耍 

大安國小二年級     鍾欣妤  年年有餘 

新生國小二年級     吳禕嵐  海底世界 

信義國小二年級     陳夏安  媽祖廟拜拜 

玉成國小二年級     陳盈靜  神豬祈福活動 

復興國小二年級     游子諄  小朋友賣的美麗魚干 

百齡國小二年級     蔡翌暄  黑人跳舞 

濱江國小二年級     王珩宇  乳牛 

士東國小二年級     李馥如  手指！變！變！變！ 

博愛國小三年級     陳冠伊  達悟族漁船 



萬福國小三年級     陳 萱  鶴 

建安國小三年級     馮瑋杰  熱鬧的豐年季 

武功國小三年級     邱偉倫  螞蟻之家 

萬福國小三年級     李明翰  風雪中的一家人 

濱江國小三年級     高晢瑄  鍾馗 

文化國小三年級     李敏伃  書法老師教書法 

濱江國小三年級     黃謙凱  椰林大道 

濱江國小三年級     林竺瑩  溪頭妖怪村 

新湖國小三年級     周芊嘉  直排輪溜冰 

百齡國小三年級     郭宥騏  海底探險 

大直國小三年級     黃致祺  污染的地球 

民族國小四年級     鄧芳璉  女生心事－愛美 

成德國小四年級     佘品誼  藝術傳承 

濱江國小四年級     楊方硯  泰雅族之美 

光復國小四年級     周芷彤  侏儸紀樂園 

永吉國小四年級     侯米朵  野外觀察 

景興國小四年級     黃淳璟  哇！好大的螃蟹 

光復國小四年級     馮鈞皓  爭“鱻＂ 

幸安國小四年級     游雅亘  夜晚的工作 

光復國小四年級     翁啟峰  叫我第一名 

建安國小四年級     廖育睿  潛水 

建安國小四年級     楊宗諺  西班牙鬥牛士 

永吉國小五年級     李昀夏  夜神光臨台北城 

永吉國小五年級     陳亭妤  遠離海嘯，拯救 101 

社子國小五年級     史學敏  熱帶叢林 

永樂國小五年級     連彥淳  黑與白的奧妙 

信義國小五年級     陳于瑄  都市百態 

永樂國小五年級     黃家恩  天佑台灣 

社子國小五年級     鍾字妍  方塊的聯想 

大安國小六年級     陳文忻  蓄勢待發 

麗湖國小六年級     曾郁婷  元宵燈會 

濱江國小六年級     吳昭萱  魯凱族之美 

敦化國小六年級     莫士緯  祥龍獻瑞 

台北教育大學附小六年級 李采蓉  走進鳥園 

碧湖國小六年級     朱品蓉  老街文化 

民權國小六年級     彭寶萱  親情 

古亭國中七年級     陳韋辰  希望之階 

南港高中國中部七年級  石嘉程  少年二三事 

龍門國中八年級     梁力文  互助 

明湖國中八年級     楊佳綺  懷古意樓 

五常國中八年級     吳言麟  水果攤 

民權國中八年級     鍾佳霖  溪邊人家 

中崙國中八年級     林 芝  炸寒單 



西松國中九年級     蔡榮敏  我的未來悲歡世界 

 

基隆市 

信義國小附幼中班 曾湘淩  我們一家人 

信義國小附幼大班 林瑞宏  白老虎 

長興國小一年級     劉庭安  捕魚季 

長興國小一年級     魏巧函  拼板船祭 

長興國小一年級     楊之萱  孔雀 

建德國小一年級     林劭恩  我和我家人 

長興國小一年級     謝承諺  貓頭鷹之夜 

建德國小三年級     吳敬佳  菜市場 

建德國小三年級     柯文倢  農場一角 

建德國小四年級     林子珊  菜市場真熱鬧 

信義國小五年級     張宗語  怪怪世紀 

碇內國小六年級     周宥芸  菜市場 

二信國中七年級     周欣儒  天壤之別 

安樂國中七年級     羅 琰  掙脫 

安樂國中七年級     李佳融  颶風中的海盜船 

二信國中八年級     任柏叡  回收而成的「國家寶藏」 

暖暖國中八年級     黃琦恩  百合花 

暖暖國中八年級     林采霏  媽媽的熨斗 

暖暖國中八年級     陳秋燁  市場口 

 

新北市 

思賢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楊敏慈  奇妙屋 

昌平幼稚園大班     陳紫彤  雨──的故事村 

正義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陳禹潔  有趣的大象 

光華國小一年級     向昱名  爬電桿的工人 

榮富國小一年級     楊媗伃  星期五下午 

思賢國小一年級     張鈞翔  向日葵 

光華國小一年級     徐晧綸  夢想中的大海 

重陽國小一年級     王芷妤  大象的約會 

忠義國小一年級     黃姵昕  異想世界 

重慶國小一年級     楊小語  飛魚祭 

廣福國小一年級     邱子宸  我的貓朋友們 

忠義國小一年級     黃暘宸  三重動物園 

三重國小一年級     王羿婷  音樂會 

集美國小一年級     陳詠晴  我的斑馬樂園 

康橋國小一年級     江柏均  我的瘋狂腳踏車 

鄧公國小一年級     邱欣緹  和我一起跳舞 

成功國小一年級     顏睿妤  和媽媽盪秋千 

永福國小一年級     黃以薰  飛躍地球 

重陽國小一年級     陳冠璇  賣魚的老闆 



鷺江國小一年級     鄭羽彤  小鳥之家 

民安國小一年級     陳沛筠  來玩遊戲吧！ 

新泰國小一年級     呂淇安  象形文字機 

文德國小二年級     林群益  可愛的甲蟲 

思賢國小二年級     楊宜穎  森林踏察 

興化國小二年級     李信學  飛天馬歷險記 

丹鳳國小二年級     金育潔  倒垃圾 

民安國小二年級     陳姿妤  紅鶴鳥 

昌隆國小三年級     吳翎瑜  埃及壁畫 

民安國小三年級     邱靖婷  阿里山小火車 

竹林國小三年級     盛臻遠  拜拜 

廣福國小三年級     許偉烽  三太子遶境 

中信國小三年級     鄧文甄  兒童樂園 

成功國小三年級     李侑芹  鄉居圖 

集美國小三年級     黃如甄  甜美的夢 

安坑國小三年級     陳青妘  木乃伊博物館 

昌隆國小三年級     許達人  施工中 

思賢國小三年級     鄭郁儒  登高望遠 

榮富國小四年級     蔡承澍  繁忙的漁市 

丹鳳國小四年級     李艾庭  失火啦！ 

安坑國小四年級     陳虹妤  遊花博 

興化國小四年級     張昀展  神像工廠 

溪洲國小四年級     江竹筌  燒王船 

成功國小四年級     孫怡軒  花瓶 

莒光國小四年級     張家齊  路邊攤 

安坑國小四年級     王之穎  上直笛課 

榮富國小四年級     黃琛予  藝術品拍賣會 

康橋國小四年級     楊宏麒  香氣四溢 

中港國小四年級     廖容賢  理髮店 

文德國小四年級     王筠茹  採木瓜大豐收 

厚德國小四年級     黃茂菖  戲水 

成功國小四年級     王泓鈞  遶境 

米倉國小五年級     陳婕文  喝下午茶 

集美國小五年級     黃勇超  埃及文物大展 

莒光國小五年級     高 瑋  戰國風雲 

成功國小五年級     翁景瑒  花花世界 

錦和國小五年級     何明峰  雨林世界－巨嘴鳥 

康橋國小五年級     陳怡綺  廟會－祈福 

丹鳳國小五年級     黃若彤  蘭花展 

光華國小五年級     王懌承  上演囉 

碧華國小五年級     楊凱淇  扭曲城市 

五股國小五年級     蔡東融  傳藝 

忠義國小五年級     戴麗羚  排灣風情 



安坑國小五年級     鄭淳璟  黑皮包子 

昌隆國小五年級     陳潔翎  角落 

新和國小六年級     何品儀  鄉村小鎮 

新和國小六年級     郭馨茹  彩繪向日葵之夢 

思賢國小六年級     劉智超  台灣最美公路－機車之旅 

大觀國小六年級     褚梓傑  迎神 

積穗國小六年級     張誠聖  製糖工廠 

文聖國小六年級     陳昰錞  愛心義賣會 

錦和國小六年級     楊宸瑞  點線面創意畫 

積穗國小六年級     蘇妍毓  15 號蒸汽車 

安坑國小六年級     陳品竹  逛鳥籠店 

國光國小六年級     盧郁妘  櫻花 

菁桐國小六年級     謝汶珈  被遺忘的黑金歲月 

泰山國中七年級     蔡東佑  老街記事 

蘆洲國中七年級     李佩柔  市集中的一隅 

中山國中七年級     葉之晴  拉二胡的老爺爺 

 

宜蘭縣 

武淵國小一年級     吳喬茵  看猴子表演 

成功國小四年級     張原福  復仇戰 

成功國小四年級     馮玉舒  鸚鵡 

育才國小五年級     朱廷光  遠離菸害，救地球 

 

新竹縣 

薇恩托兒所中班     黃妍蓁  鏡子裡的我 

信勢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甘彩蓉  長頸鹿跑得快 

哈佛幼稚園大班     莊晏慈  騎腳踏車兜風趣 

新竹國小一年級     陳竫騏  迷幻恐龍樂園 

竹北國小一年級     莊旻芳  傀儡戲 

博愛國小二年級     賴宥臻  原住民舞蹈 

松林國小二年級     林品妘  大家一起做環保大豬公 

大同國小二年級     翁呈郢  爭奪戰 

信勢國小二年級     賴郁庭  祥龍獻瑞 

西門國小二年級     金啟玄  逛水族館 

豐田國小三年級     江欣諭  小熊的開心樂園 

信勢國小三年級     范綱宇  共舞 

石光國小三年級     嚴姿喬  天穿日踩街 

新社國小三年級     莊芸萁  奇奇理髮院 

竹北國小三年級     莊旻晏  我是美人魚 

福興國小四年級     李珮綺  街頭藝人 

新社國小四年級     陳玟妤  烏魚祭 

舊社國小四年級     陳凡卉  很痛的暑假 

光明國小四年級     張可晴  豐收水梨 



龍山國小四年級     彭佩琪  熱氣球的奇幻之旅 

松林國小四年級     林 岑  花傘之舞 

新竹國小四年級     林廷謙  大自然的士兵 

新竹國小四年級     郭柏陞  綠意盎然的校園 

博愛國小四年級     林佾慶  貓頭鷹 

新社國小五年級     胡宇恆  招財進寶布莊 

光明國小五年級     吳姍玶  樹屋 

光明國小五年級     魏正軒  快樂的音樂課 

光明國小五年級     林俞君  廟會 

松林國小五年級     李念安  老街之旅 

新湖國小五年級     林立琛  林來瘋 

光明國小五年級     蘇丹瑩  黑天鵝 

新竹實驗中學國小五年級 陳薏晴  舞龍慶典 

大同國小五年級     郭紹禹  小綠人的旅行 

新社國小五年級     黃弢筠  踩高蹺表演 

光明國小六年級     蔡佳汶  瘋狂遊樂園 

新社國小六年級     黃毓棻  玩耍的小貓 

光明國小六年級     許喻豪  搶孤 

新社國小六年級     陳俞蓁  天來葫蘆糖 

新社國小六年級     郭芷妤  吹玻璃真有趣 

新社國小六年級     陳俞安  開飯了！ 

光明國小六年級     詹子妍  遵守交通規則，連神明都挺你 

信勢國小六年級     傅郁嘉  辛勤的稻草人 

三民國小六年級     劉書竹  異想夢幻世界 

新豐國小六年級     刑力揚  原住民 

新湖國小六年級     劉冠廷  狗 

新社國小六年級     黃佳琪  悠閒的下午 

竹蓮國小六年級     張汨恒  八家將 

博愛國中八年級     林潔熙  大武山裏的四步舞 

自強國中八年級     李祐禎  雨中即景 

育賢國中九年級     蔡宗溢  神威 

 

桃園縣 

格林托兒所小班     黃宇婕  大魚 

薇爾幼稚園中班     田 杰  甲蟲王爭霸戰 

龍潭國小附設幼稚園中班 曾笙瑋  夜晚的貓頭鷹 

國鼎幼稚園中班     溫柏柔  牛伯伯種田 

會稽國小附設幼稚園中班 周芊余  祈求菩薩保佑 

富岡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詩庭  親親農場 

迪卡爾幼稚園大班    彭柏諺  採蘋果 

勁草幼稚園大班     楊芯婷  我和媽媽去逛街 

小牛津幼稚園大班    張亦嘉  徽式建築 

富棋托兒所大班     林于妘  絲瓜園 



新埔國小一年級     歐柏賢  踩高蹺 

新埔國小一年級     牟芷麟  攀岩 

楊梅國小一年級     黃彥鈞  火警 

快樂國小一年級     徐愷村  燈塔 

內定國小一年級     莊睿宏  我在彈鋼琴 

快樂國小一年級     許子云  遊樂園 

會稽國小二年級     游芷菱  土地公廟 

快樂國小二年級     謝安婷  直排溜冰輪 

內定國小二年級     劉哲綸  鳥園 

楊梅國小二年級     葉語萱  歡樂時光 

建德國小二年級     黃昱誠  我愛海底世界 

新埔國小三年級     江昱叡  市集 

文華國小三年級     賴萬芳  老街 

新埔國小三年級     林芊彤  養豬戶 

中山國小三年級     李東翰  骨頭探索 

新埔國小三年級     詹子嫻  廟宇祈福 

石門國小三年級     李宸亦  天空中的鳥 

新埔國小四年級     侯育臻  原住民古文物之美 

桃園國小四年級     張家齊  媽媽幫我做新衣 

大園國小四年級     李昕洧  農村生活 

新埔國小五年級     陳麒如  社區街景 

宋屋國小五年級     余欣玹  陪媽媽買豬肉 

富岡國小五年級     鄭孝鈺  歡樂洋溢 

桃園國小六年級     王福濬  豐收的季節 

宋屋國小六年級     劉妍廷  養雞場 

新屋國小六年級     盧明均  美牛入侵台灣 

宋屋國小六年級     王怡之  養雞場 

桃園國中七年級     張秩齊  元宵燈會 

桃園國中八年級     張淮鈞  三度空間 

桃園國中八年級     廖修毅  紙箱 

八德國中八年級     呂郁駿  龍的傳人 

八德國中八年級     黃瑩緹  奇幻的世界 

八德國中八年級     吳承宇  螂王夢 

桃園國中八年級     姚定均  滅．束縛 

東興國中八年級     彭名慧  等 

桃園國中八年級     陳昱禎  賣冰淇淋 

八德國中八年級     廖奕齊  法國街巷 

福豐國中九年級     鄭淳蔚  寧靜 

 

苗栗縣 

新南托兒所大班     黃思婕  採草莓 

僑育國小一年級     林鼎翔  郊遊 

建國國小一年級     彭宇禎  嘉年華會 



福興武術國小一年級   吳啟銘  舞獅 

中和國小一年級     葉珈纓  拜神豬保平安 

僑善國小二年級     林律彤  老爸！您辛苦了！ 

僑善國小二年級     徐嘉伶  Fashion－美麗的櫥窗 

頭份國小三年級     徐瑨安  洗高鐵的工人 

建國國小三年級     林毓峻  大拜拜 

頭份國小三年級     宮羽辰  養雞人家 

頭份國小三年級     林則妤  美髮院 

新南國小三年級     連人慧  豐收 

五福國小三年級     張瑀庭  虔誠 

照南國小三年級     陳尹研  七爺八爺遶境 

客庄國小四年級     呂姮諭  一堂有趣的畫畫課 

圳頭國小四年級     羅云永  下田 

藍田國小四年級     羅堯郁  搓湯圓過好年 

藍田國小四年級     邱煦庭  打羽球 

通霄國小四年級     廖若蓁  吹直笛 

中正國小四年級     陳薇羽  全家和我一起大掃除 

中和國小四年級     黃 閔  廟會 

通霄國小五年級     蘇明瀚  直排輪大賽 

客庄國小五年級     林愷晙  擔仔麵 

通霄國小五年級     劉庭羽  一起來平溪放天燈 

蕉埔國小五年級     吳泰瑩  做燈籠 

竹南國小五年級     洪維鴻  魚市 

建國國小六年級     張寧娟  搬西瓜一景 

建國國小六年級     邱鍇祿  公園景觀 

蕉埔國小六年級     涂佑佳  寫春聯 

文苑國小六年級     蕭立揚  在賣茶的老爺爺 

通霄國小六年級     鄭名翔  變形金剛 

竹南國小六年級     馮訢卉  老街 

客庄國小六年級     陳筱筑  心盛 

蕉埔國小六年級     吳思函  阿美族的祭典 

照南國小六年級     王薰瑩  古墓秦兵 

維真國中七年級     蕭婷汝  老師傅的手藝 

明仁國中七年級     邱彥融  奇幻島 

大湖國中七年級     林鈺樺  背叛 

通霄國中七年級     楊秉勳  舞龍 

通霄國中七年級     陳佳芸  放煙火 

苑裡國中七年級     賴姿穎  仰望 

明仁國中七年級     劉釉齊  夢幻提琴 

通霄國中七年級     曾奕芸  三太子 

通霄國中七年級     黃暐翔  舞龍遊街 

苑裡國中九年級     余佳蓁  美麗的瞬間 

 



台中市 

東勢托兒所       羅得維  熱鬧元宵節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杜振宇  石獅子 

北勢國小附設幼稚園   黃依奎  走健康步道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洪鈺翔  可愛的長頸鹿 

育仁國小附設幼稚園   楊芷晴  快樂兒童公園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黃文琪  媽媽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謝承武  游泳 

沙鹿國小附設幼稚園   賴宥安  烤肉真有趣 

東勢區  江老師托兒所      劉濬宇  長頸鹿散步 

東勢區  江老師托兒所      林宥安  鳳梨大豐收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范晏滋  舞龍舞獅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卓靖瑄  躲貓貓 

東山國小附設幼稚園   許傑銓  妳好漂亮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劉廷駿  開火車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張墨楷  斑馬 

育仁國小附設幼稚園   何家妍  恐龍寶寶和媽咪玩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   林怡伶  貓咪 

神岡國小附設幼稚園   鄭珮筠  中秋賞月 

光復國小附設幼稚園   邱子庭  臺中燈會 

龍井國小一年級     余柔萱  結婚典禮 

新社國小一年級     許安妮  機器人 

龍峰國小一年級     呂芷安  看大佛 

龍海國小一年級     林奎均  洗澡樂 

東勢國小一年級     林孟欣  大自然與我 

瑞穗國小一年級     鐘芃昇  養牛 

東山國小一年級     楊庭雯  母雞孵蛋 

南陽國小一年級     徐孟孺  企鵝 

建功國小二年級     呂文琪  原住民之美 

霧峰國小二年級     趙珮彣  原住民的豐年祭 

永春國小二年級     楊昀馨  快樂的豐年祭 

東勢國小二年級     陳睿哲  雞 

瑞穗國小二年級     林莉蓁  抓大魚 

清水國小二年級     陳怡孜  鄉村風光 

益民國小二年級     李佳瑾  高山族 

外埔國小二年級     黃俊維  螃蟹大餐好好吃 

南陽國小二年級     楊晴安  餵雞 

福陽國小二年級     廖苡晴  祖孫情 

外埔國小二年級     黃苡熏  除夕圍爐大團圓 

清水國小二年級     蔡菀芯  黑貓與我 

南陽國小二年級     蔡佩辰  廟會 

樹義國小三年級     黃昱凱  木棉花開 

忠孝國小三年級     羅以淇  音樂課 



南陽國小三年級     詹杰融  出遊 

霧峰國小三年級     許威翔  鹿港遊街 

清水國小四年級     許弘昆  冬天夜晚 

南陽國小四年級     施沛均  美髮苑 

大元國小四年級     劉子英  皮影戲 

信義國小四年級     賴奕樺  扯鈴 

順天國小五年級     李彥辰  拯救被抓長老 

中華國小五年級     蔡維珊  廟會 

中華國小五年級     陳秉澤  原住民 

大元國小五年級     程佳儀  鏡中少女 

南陽國小五年級     陳郁捷  歌仔戲旦 

清水國小五年級     陳鼎昇  賞花 

四德國小五年級     何瑋倫  烏日高鐵站 

東興國小五年級     廖子逸  叢林探險 

豐田國小五年級     管亭棻  掛燈籠 

大雅國小五年級     林于荷  養鴨人家 

中華國小五年級     蔡怡聲  夜市 

后里國小六年級     王咨凡  原住民文化 

大甲國小六年級     梁加茵  砲仗中的神轎 

霧峰國小六年級     陳宥魁  廟會 

清水國小六年級     楊濟豪  放天燈 

大同國小六年級     林恒毅  廟會 

南陽國小六年級     葉又甄  辛苦的裁縫師 

崑山國小六年級     黃紫晏  我們這一班健康快樂 

后里國小六年級     王咨凡  原住民文化 

文山國小六年級     陳明昊  布袋戲偶與操偶師 

大甲國中七年級     賴憲澤  落跑猩郎 

大甲國中七年級     高 瑜  曾走過的路 

成功國中七年級     曾昱傑  我們被人類害了 

大甲國中七年級     潘宜禎  樂活農村 

烏日國中八年級     蔡育庭  地球發燒──北極熊快要沒有家 

成功國中八年級     陳佩欣  龍眼記趣 

太平國中八年級     蕭羽秀  年少輕狂 

豐東國中八年級     林韋慈  秋柿凝香 

成功國中九年級     張加昀  裝置藝術 

衛道高中國中部九年級  李建佑  國運昌隆 

四咸國中九年級     張詠淇  巡 

豐南國中九年級     劉家羽  在市場賣菜的阿公和阿嬤 

 

彰化縣 

青山國小一年級     朱詠韻  大家來唱歌 

平和國小二年級     程守嘉  豐年季 

南郭國小二年級     陳宥任  鷹揚八卦 



民生國小三年級     謝佳秀  曬魷魚 

中山國小三年級     洪瑋辰  雲霄飛車 

忠孝國小三年級     吳紫妘  寫春聯 

平和國小三年級     謝旻宏  桌球比賽 

平和國小三年級     周亭伃  爬竹竿 

民生國小三年級     周芷葳  上音樂課 

僑信國小四年級     陳又瑜  老師傅 

僑信國小四年級     邱力升  我的夢想樂園 

民生國小四年級     江明蓁  我的水牛好友 

民生國小四年級     葉亭毅  看見稀有鳥類 

南郭國小四年級     解芳喬  採枇杷 

僑信國小四年級     宋雨蕎  賞油桐花 

平和國小五年級     洪鈺茹  漁工 

民生國小五年級     施家揚  維修火車 

民生國小五年級     陳淳恩  晒鹽田 

民生國小五年級     林明煌  踩高蹺人 

中山國小六年級     魏嬿真  儷人行 

和美國小六年級     陳韻庭  中秋思古之幽情 

陽明國中八年級     魏瑜萱  漁港 

 

南投縣 

國姓國小附設幼稚園   巫琦瑋  我和妹妹串珠子 

平和國小附設幼稚園   梁 善  出沒 

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中班 王雅琳  我和媽媽、姐姐一起去散步 

雙龍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谷靚薰  大家一起玩 

南投國小附設幼稚園   江可歆  來餵羊囉！ 

平和國小附設幼稚園   黃莉婷  原民公主 

蒲公英托兒所大班    吳宜臻  和媽媽開車兜風 

信義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余古孟  拔菜去 

南光幼稚園大班     劉芷希  滑板車真好玩 

弓鞋國小一年級     簡啟安  我會洗澡澡 

南投國小一年級     廖婕甯  歡樂時光 

弓鞋國小一年級     李語謙  廟會表演 

長流國小一年級     陳定佑  台北的高樓大廈 

炎峰國小一年級     林上玄  恐龍 

南投國小二年級     黃子軒  遊樂園慶生會 

康壽國小二年級     張雅綺  看海芋 

南投國小二年級     張凱翔  坦克車大戰細菌小子 

仁愛國小三年級     王婕妤  結婚 

名間國小三年級     吳承嘉  阿公與布袋戲偶 

嘉和國小三年級     蔡念妤  看長頸鹿 

廣福國小四年級     江麟恩  我想成為林書豪 

康壽國小四年級     李亮奇  布袋戲 



南投國小四年級     張卉昀  健康生活動起來 

廣福國小四年級     徐美惠  香火鼎盛 

德興國小四年級     鄭芳旻  兩牛無猜 

光華國小五年級     范致遠  賞盆栽 

虎山國小五年級     林芷吟  春天的到來 

新街國小五年級     馮歆恩  廟前的表演 

草屯國小五年級     賴盈竹  彩繪燈籠 

竹山國小五年級     盧昱綺  逛夜市 

嘉和國小五年級     紀欣妮  歌仔戲 

埔里國小五年級     蔡雨延  採玉米 

初鄉國小五年級     陳亭妤  高雄燈會 

國姓國小五年級     張珮萱  貓咪異想世界 

新庄國小六年級     洪毅玄  龍來了！ 

虎山國小六年級     洪詠翔  生命之樹 

中原國小六年級     洪瑋哲  童話王國－女巫的最後魔咒 

光華國小六年級     林高平  籃球賽 

東埔國小六年級     伍祈聲  布農祭典 

草屯國小六年級     張冠茹  辛勞的痕跡 

康壽國小六年級     洪珮宸  春天之舞 

草屯國小六年級     吳珮瑄  原住民雕刻 

草屯國小六年級     林冠妤  彩妝 

草屯國小六年級     林書霈  原住民編織 

新街國小六年級     遲雅心  七爺八爺 

大成國中七年級     陳振榮  部落文化 

延和國中八年級     盧嵩峻  時代的變遷 

埔里國中八年級     周冠侖  出航前的準備 

大成國中八年級     程韻潔  快樂的跳舞 

宏仁國中八年級     富 媗  荷之蕭瑟 

南投國中八年級     陳姵彣  喜極而泣 

南投國中九年級     鄭筠晏  百合花．百步蛇 

 

嘉義市 

北園幼稚園大班     林則丞  狗狗我嚇一跳 

彩田畫室幼稚園大班   吳億霖  騎上大駝鳥 

百科全能幼稚園大班   吳子葶  盪秋千 

彩田畫室幼稚園大班   劉軒伶  結婚 

垂楊國小一年級     陳柏叡  大海的樂園 

蘭潭國小二年級     廖晴淳  校園裡的椰子樹 

嘉北國小二年級     楊 雲  沉思者 

精忠國小二年級     許嘉成  捉蟲趣 

崇文國小二年級     黃峻仁  跳高 

大同國小二年級     陳夆銘  廟 

精忠國小二年級     劉雨宣  無尾熊 



宣信國小二年級     謝典融  快樂的我 

博愛國小二年級     曾翊承  坐在大公雞背上 

志航國小二年級     黃薐臻  魁儡戲演出 

宣信國小三年級     陳盛弘  大樹下的小販 

宣信國小三年級     張祐豪  橋上橋下 

嘉義大學附設國小三年級 黃祺文  那晚媽媽陪我看京劇 

林森國小三年級     吳宜謙  那一年我們溜雪去 

大同國小三年級     李威霖  熱鬧的橋上橋下 

崇文國小三年級     陳聖文  舞龍舞獅 

崇文國小三年級     陳詩珈  希望的出航 

垂楊國小三年級     蕭芷宜  熱鬧元宵節 

崇文國小四年級     劉佳昕  黑夜狂想曲 

林森國小四年級     簡彥成  樹下的遊樂場 

大同國小四年級     吳怡靚  完美演出～～傀儡戲 

崇文國小四年級     張庭祐  石獅子 

宣信國小四年級     陳荃榕  廟 

崇文國小六年級     林筠庭  自在 

文雅國小六年級     吳佳欣  喜豐收 

民族國小六年級     蔡長旺  籃球爭霸賽 

蘭潭國中七年級     莊曜宇  堅持 

蘭潭國中七年級     林芷嫣  難忘的回憶 

蘭潭國中七年級     吳秉育  嘉義公園一景 

蘭潭國中七年級     吳珮琪  施工中 

蘭潭國中七年級     洪瑞繁  問安 

蘭潭國中八年級     吳冠豪  港口 

蘭潭國中八年級     康哲瑋  曬魚嘍 

 

嘉義縣 

祥和國小附設幼稚園   黃詠翔  洗澡 

寶貝王國幼稚園大班   林庭嶢  三太子廟會 

祥和國小附設幼稚園   吳昕榛  爸爸養小豬 

寶貝王國幼稚園大班   李天晴  美容院 

寶貝王國幼稚園大班   陳晏綸  獨角仙 

祥和國小一年級     李奕陞  香腸大腸 

六腳國小一年級     陳怡妏  猴子 

祥和國小一年級     侯博庭  昆蟲 

龍山國小一年級     黃昱傑  在大樹下嬉戲 

太保國小一年級     羅昱焏  開心的猴子 

祥和國小一年級     周宛瑩  電音三太子 

祥和國小一年級     黃映綺  游泳 

祥和國小一年級     黃靖雯  柿子豐收 

月眉國小一年級     洪偉濬  快樂農場 

祥和國小二年級     林欣翰  拉麵店 



六腳國小二年級     楊蕙瑜  文物館 

過溝國小二年級     林侑樺  坐雲霄飛車 

和睦國小二年級     羅翊瑄  電音三太子 

大同國小二年級     邱柏翔  石獅 

六腳國小二年級     楊子毅  來爬竿 

過溝國小二年級     蕭程尹  釣魚 

下楫國小二年級     何崇維  看煙火表演 

蒜頭國小二年級     蔡馨慧  摘水果 

義竹國小二年級     于克帆  大家來寫春聯 

南新國小三年級     蕭傑友  木雕館 

內甕國小三年級     江佳筠  夢幻城堡 

六腳國小三年級     陳穎暄  皮影戲 

大同國小三年級     吳宜樺  祈安 

六腳國小三年級     呂岱陽  門神 

民雄國小三年級     陳柏丞  辦桌 

和睦國小四年級     陳家和  阿公拉弦 

六腳國小四年級     鄭雅文  原住民 

成功國小四年級     江翎芝  古厝巡禮 

南靖國小四年級     黃季鴻  外星人來襲 

新港國小四年級     朱菱沂  原住民弓琴演奏 

六腳國小四年級     陳綕宇  修理腳踏車 

布袋國小四年級     莊凱程  漁村風情 

松梅國小五年級     陳冠任  神．氣 

南新國小五年級     侯欣妍  採茶葉 

六腳國小五年級     楊子萱  公園寫生活動 

成功國小五年級     賴長志  騎單車運動 

南靖國小六年級     顏泳承  幽彩森林 

六腳國小六年級     黃秀婷  宋江陣 

六腳國小六年級     李少琪  阿公廟會表演 

成功國小六年級     范達昇  元宵花火節 

六腳國小六年級     陳佩怡  熱鬧的朝會 

東榮國中七年級     蔡宛凌  携子 

東榮國中七年級     楊桂英  樸 

東榮國中八年級     王長榮  耕耘 

大吉國中八年級     陳秋娟  貓趣 

大吉國中八年級     游琇雅  攤販 

大吉國中九年級     何 欣  蝶與貓 

大吉國中九年級     周軒丞  聖誕禮物 

 

雲林縣 

麥寮鄉立托兒所中班   許云溱  看牙科 

來來幼稚園中班     林宥寬  抓昆蟲 

正生幼稚園大班     葉思妤  石獅 



麥寮國小一年級     吳翊禎  媽祖之戀 

燦林國小一年級     陳品蓉  溼地賞鳥趣 

山內國小一年級     林芯妮  庇佑 

文昌國小一年級     林裕頴  橋下餘暉 

北港國小二年級     陳冠勳  花燈傳藝 

泉州國小二年級     蕭妤伶  雲霄飛車 

雲林國小三年級     賴亭佑  晒魚樂 

麥寮國小三年級     丁子晴  夢幻的旋轉木馬 

麥寮國小三年級     洪郁婷  黑臉三媽保佑平安 

麥寮國小三年級     許馨尹  老街 

麥寮國小四年級     洪啟祐  門神 

安南國小四年級     許芷菱  貓咪 

南陽國小五年級     陳加勳  芋冰阿伯 

安慶國小五年級     許名緯  薪傳 

立仁國小六年級     陳乃瑄  歡慶廟會 

淵明國中九年級     陳美燕  陣頭表演 

 

台南市 

東區  元喬幼稚園       張睿王民  公主盪鞦韆 

六甲區  小豆豆幼稚園大班    林清寶  舞獅過新年 

六甲區  小豆豆幼稚園大班    黃琦勛  舞獅咚咚鏘 

新化區  觀竹幼稚園大班     王彥臻  好漂亮的孔雀 

永康區  復興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陳麒文  田園風景 

官田區  健光幼稚園大班     張瑀綸  餵牛吃草 

新化區  萌芽希望種籽幼稚園大班 方思驊  夜市撈魚 

官田區  健光幼稚園大班     吳瓊恩  慶豐收 

六甲區  小豆豆幼稚園大班    吳惠琦  老火車頭 

官田區  健光幼稚園大班     邱義峰  幫鴕鳥洗澡 

永康區  天才幼稚園大班     陳沛吾  噗噗～火車來囉 

新營區  土庫國小一年級     林峻安  校園生活 

北區  立人國小二年級     陳韋橙  萬能的雙手 

南科中學國小部二年級  欉能慧  氣象報告 

東區  東光國小二年級     郭書晴  黑面琵鷺 

新營區  土庫國小二年級     林敬堂  布袋戲 

北門區  文山國小二年級     侯芝豐  放天燈 

安平區  慈濟國小二年級     李梓瑜  飛龍在天 

北區  大港國小二年級     翁韋翔  鴕鳥 

新營區  新泰國小二年級     陳佩瑜  拼板舟 

南科中學國小部二年級  蔡舜文  炮炸寒單爺 

安南區  海東國小二年級     黃駿凱  動物晚宴 

新化區  新化國小二年級     莊溱貽  音樂課 

東區  復興國小二年級     林仕杰  門神 

北區  賢北國小三年級     李昀峰  快樂的原住民 



六甲區  六甲國小三年級     陳宗曔  廟會 

學甲區  頂洲國小三年級     林煒迪  廟會 

後壁區  新嘉國小三年級     周筠婷  祖孫樂 

永康區  永康國小三年級     吳睿庭  機器人打架 

東區  東光國小三年級     王崇宇  101 煙火秀 

永福國小三年級     林品瑜  出嫁 

新泰國小四年級     劉書辰  好玩的跳蚤市場 

北區  大光國小四年級     蔡秉儒  舞龍 

後壁區  樹人國小四年級     陳俊中  校長彈阮琴 

東區  東光國小四年級     李震緯  賞鯨豚 

安平區  慈濟國中小學部四年級  何桐宇  好柿豐收 

安南區  海佃國小四年級     盧彥霖  廟會 

永康區  永康國小五年級     許涵維  羔羊跪乳 

東區  東光國小五年級     陳思涵  七爺八爺 

安平區  億載國小五年級     歐思岑  衝浪 

東區  東光國小五年級     林雅霆  耕耘機 

永福國小五年級     梁 筠  新船下水囉！ 

東區  東光國小五年級     張旭廷  蘭嶼勇士 

後壁區  樹人國小五年級     吳承憲  音樂發表會 

北區  文元國小五年級     許博崴  木雕師父 

永華國小五年級     吳昭駒  三顆樹 

新市區  新市國小五年級     邵佩萱  做碰糖 

新市區  新市國小五年級     王祺如  食物星球 

新營區  土庫國小五年級     徐翊禎  下棋 

麻豆區  麻豆國小五年級     王家榮  電音三太子 

東區  復興國小六年級     盧盈臻  慶祝 

新泰國小六年級     鍾季凌  寵物世界 

南科中學國小部六年級  徐裕盛  老徐香腸店 

新泰國小六年級     吳家豪  七爺八爺來了 

新營區  土庫國小六年級     徐佩珊  畫燈籠 

麻豆區  樹人國小六年級     李勝哲  樂器表演 

麻豆區  麻豆國小六年級     蔡昀澂  安瀾託庇 

南區  新興國小六年級     林冠伯  思想起 

東區  東光國小六年級     程姿翎  瓜棚下 

中西區  永福國小六年級     洪悅筑  剝蚵殼的阿嬤 

東區  崇明國小六年級     沈鈺真  晒麵 

東區  東光國小六年級     胡均諺  耕耘機 

後壁區  樹人國小六年級     李亞謙  籃球賽 

安平區  安平國小六年級     吳彥廷  樂陶陶 

永康區  崑山國小六年級     蔡明妤  養鴨人家 

北區  民德國中七年級     許瑋哲  秋收 

北區  民德國中七年級     吳湘倚  姐弟情深 

北區  民德國中七年級     王銓慶  養鴿趣 



麻豆區  麻豆國中七年級     胡家慈  美濃紙傘情 

麻豆區  麻豆國中七年級     吳秉祐  養鵝人家 

麻豆區  麻豆國中七年級     謝承峰  廟會遊行 

學甲區  學甲國中七年級     謝明勳  火車速寫 

東區  復興國中八年級     蔡佳琪  拔蘿蔔 

永康區  永康國中八年級     邱閔承  勞動者 

新營區  南新國中八年級     黃品瑄  午后閒情 

北區  民德國中八年級     黃茂鈞  傳統市場一角 

麻豆區  麻豆國中八年級     王姿尹  三太子 

 

高雄市 

前金區  前金幼稚園       葉承融  打火英雄 

苓雅區  福東國小附設幼稚園   尤培亦  搶玩具 

梓官區  迪斯耐幼稚園      蔣心柔  我和媽媽一起倒垃圾 

彌陀區  葆育幼稚園       康翔勝  舞獅表演 

路竹區  瑞生幼稚園       張尹瑜  採茶 

鳳山區  福誠國小附設幼稚園   張亦廷  坐纜車，真好玩 

三民區  常春藤幼稚園      李梓岑  賞荷花 

前鎮區  樂群國小附設幼稚園   林敬恩  騎駝鳥 

前鎮區  博愛國小附設幼稚園   李宜璉  舞龍 

梓官區  迪斯耐幼稚園      王雋鑫  我的小貓咪 

彌陀區  龍心幼稚園       蔡丞宇  鳥兒乖，快來吃飯 

鳳山區  育菁幼稚園       田軒宇  臉譜設計 

美濃區  美濃國小附設幼稚園   劉彥辰  嗯！好看啊 

美濃區  中路幼稚園       黃靖棠  達悟族 

前金區  前金幼稚園       鍾佳憲  我的社區 

前鎮區  樂群國小附設幼稚園   鄧宜品  長頸鹿 

梓官區  五星幼稚園       龐冠凱  採水果 

前金區  前金幼稚園       張芷嘉  快樂的一天 

阿蓮區  中路國小附設幼稚園   蔡翔晴  可愛的斑馬 

岡山區  羽生幼稚園       歐育豪  大孔雀 

鳥松區  正修科大附設幼稚園   林侑廷  可愛的斑馬 

苓雅區  四維國小附設幼稚園   李芷渝  漂亮的貓 

梓官區  加吉立幼稚園      陳霆修  我和媽媽 

岡山區  羽生幼稚園       蔡承諭  跳舞 

梓官區  自然藝術托兒所     丁允茜  捕魚 

岡山區  前峰國小一年級     朱妤涵  媽媽幫弟弟洗澡 

小港區  太平國小一年級     謝佳峻  哇！好可愛的乳牛 

小港區  愛群國小一年級     潘文媛  美麗的孔雀 

鳳山區  忠孝國小一年級     黃子浩  好棒的車啊！ 

林園區  王公國小一年級     簡珮語  賞鳥 

鼓山區  鼓岩國小一年級     楊沛萱  廟 

鼓山區  鼓岩國小一年級     劉韋均  廟 



鼓山區  鼓岩國小一年級     楊沛萱  廟 

路竹區  路竹國小一年級     王文昊  新鮮的早晨 

鼓山區  加昌國小一年級     黃尹楷  宋江陣 

岡山區  前峰國小一年級     高子恆  豬舍 

苓雅區  四維國小一年級     李宜庭  飛魚祭 

鼓山區  加昌國小一年級     于子雯  下雨了！ 

岡山區  前峰國小一年級     宋翊愷  八家將 

鼓山區  鼓岩國小一年級     江啟帆  廟 

鼓山區  加昌國小一年級     蕭念佳  煎蛋 

苓雅區  福康國小一年級     王瑀媜  騎腳踏車 

前鎮區  明正國小一年級     李蕙宇  蝴蝶帶我飛上天 

旗津區  中洲國小一年級     莊欣諭  廟 

苓雅區  四維國小一年級     周昕誼  長腳的斑馬 

前鎮區  前鎮國小一年級     吳界觀  石獅子 

林園區  林園國小一年級     張瑜庭  三太子 

林園區  林園國小一年級     朱梓萍  逛夜市 

三民區  陽明國小一年級     周佑澤  舞龍 

苓雅區  中正國小一年級     郝品鈞  正義的擁護者 

左營區  新民國小一年級     陳品妤  養乳牛 

前鎮區  樂群國小一年級     許家維  大象溜滑梯 

前鎮區  文府國小一年級     馮 平  舞龍舞獅 

三民區  東光國小一年級     莊韶庭  貓 

三民區  鳳西國小一年級     陳祐禎  龍 

小港區  漢民國小一年級     張鈞傑  整修 

小港區  中洲國小一年級     郭欣佩  廟 

新興區  新興國小一年級     陳 承  我最心愛的腳踏車 

岡山區  前峰國小二年級     蕭伊婷  抬神轎 

左營區  新民國小二年級     楊景丞  花瓶展 

前鎮區  明正國小二年級     葉松峯  廟 

前鎮區  前鎮國小二年級     陳志宇  斑馬溜滑梯 

前鎮區  明正國小二年級     孫詠晨  電音三太子 

三民區  河濱國小二年級     林欣怡  誰的姿勢最美 

前鎮區  民權國小二年級     蔡秉杰  鬼屋 

岡山區  前峰國小二年級     蔡宇皓  長頸鹿 

鼓山區  鼓岩國小二年級     余庭楨  跟好朋友在一起真開心 

新興區  七賢國小二年級     陳玫均  橋下採西瓜 

新興區  翠屏國小二年級     余旻臻  喜氣洋洋 

新興區  七賢國小二年級     許文慈  恐龍回來了 

前鎮區  愛群國小二年級     顏汝真  雲霄飛車 

三民區  加昌國小二年級     許育慈  海底世界 

三民區  民族國小二年級     黃聿富  好吃的鮮魚 

岡山區  壽天國小二年級     施音綺  量視力 

岡山區  文府國小二年級     吳柏渝  電音三太子 



前鎮區  愛群國小二年級     張慈真  媽媽愛漂亮 

前鎮區  愛群國小三年級     黃淳玲  上美術課 

三民區  陽明國小三年級     簡廷芳  傀儡戲 

左營區  屏山國小三年級     朱羿丞  看皮影戲 

苓雅區  四維國小三年級     顏楷齊  舞龍迎春 

三民區  十全國小三年級     邱彥聆  原住民生活寫真 

小港區  桂林國小三年級     吳家萱  浪漫門 

苓雅區  中正國小三年級     董冠宏  龍花燈 

前鎮區  樂群國小三年級     鄭宇謙  廟 

左營區  新莊國小三年級     林岡玄  火車之旅 

左營區  文府國小三年級     翁證翔  原住民的慶典 

前金區  前金國小三年級     王湛青  當我們同在一起 

左營區  新民國小三年級     張庭瑀  在廟前玩 

三民區  博愛國小三年級     曾裕翔  記憶純樸的故鄉－美濃 

左營區  勝利國小三年級     陳彥彰  蝦兵蟹將 

新興區  大同國小三年級     蘇映維  籃球比賽 

苓雅區  四維國小三年級     林愛倫  逛市集 

林園區  中芸國小三年級     黃冠勛  皮影戲 

小港區  漢民國小三年級     張晏嘉  門神 

新興區  新興國小三年級     費鳳儀  孩子的夢想樂園 

苓雅區  福東國小三年級     李柏漢  Tea time 

左營區  新民國小三年級     薛秉軒  神像 

楠梓區  加昌國小三年級     林心萍  七爺八爺 

前金區  前金國小四年級     吳昱寬  鬼屋驚魂記 

前鎮區  民權國小四年級     蔡秉儒  沙雕 

林園區  林園國小四年級     李葳崴  兵馬俑 

鳳山區  新甲國小四年級     黃奕慈  下課後 

三民區  博愛國小四年級     陳晏霆  辛苦的礦工 

新興區  七賢國小四年級     橋田佳奈 樹下溪遊趣 

左營區  屏山國小四年級     胡冠潁  夢想遊樂園 

楠梓區  加昌國小四年級     謝典育  原住民木雕 

楠梓區  加昌國小四年級     莊承恩  隔壁機車行 

阿蓮區  阿蓮國小四年級     朱育琪  遊樂場 

左營區  新民國小四年級     陳美君  賣蝦的小攤子 

左營區  新民國小四年級     楊懷甯  曬柿子 

永安區  維新國小四年級     吳佳晉  原住民 

林園區  林園國小四年級     陳珮蓁  扯鈴競賽 

路竹區  路竹國小四年級     蕭采柔  國家戲劇院一遊 

三民區  十全國小四年級     尤芝苓  原民慶豐收 

鼓山區  內惟國小四年級     翁一晉  春天來了捕昆蟲 

永安區  維新國小四年級     陳微韡  看皮影戲 

左營區  勝利國小四年級     林潔心  原住民的慶典 

左營區  新民國小五年級     何立心  廟會 



前金區  前金國小五年級     陳雅群  花車大遊行 

新興區  信義國小五年級     許宸維  龍年行大運 

三民區  博愛國小五年級     陳曲珊  畫青花瓷 

左營區  新民國小五年級     周亭妤  看報中的外婆 

岡山區  前峰國小五年級     蔡宇翔  港口的蚵仔 

新興區  七賢國小五年級     黃耀德  溫馨團圓飯 

新興區  七賢國小五年級     陳文賢  環保好門神 

左營區  屏山國小五年級     譚靖澐  大拍賣 

左營區  屏山國小五年級     胡京綸  美麗的老街建築 

林園區  林園國小五年級     予琦萱  龍虎塔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鐘芷緣  阿善師 

三民區  光武國小六年級     劉胤彣  作夢了 

三民區  博愛國小六年級     林泳妤  韻律之美 

阿蓮區  中路國小六年級     方品媛  掌中乾坤 

岡山區  前峰國小六年級     鄭歡喜  美濃紙傘 

鼓山區  龍華國小六年級     詹昀誠  廟宇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鄭紓婷  客家工藝坊 

新興區  七賢國小六年級     許博睿  原住民石雕展 

小港區  明義國小六年級     楊家期  三太子 

林園區  林園國小六年級     李芷彤  廟 

左營區  屏山國小六年級     張 郁  夢想國度 

新興區  七賢國小六年級     王慶文  廟頂 

楠梓區  翠屏國小六年級     陳慧儀  古早元宵味 

鳳山區  五甲國中七年級     潘雅靖  八家將巡禮 

小港區  小港國中七年級     吳珮瑄  市集之隅 

鳳山區  五甲國中七年級     吳宜融  生命之渴 

三民區  三民國中七年級     孔德翰  傳承 

左營區  左營國中七年級     詹雅媛  畫傘 

鼓山區  壽山國中七年級     蔡仲翔  包粽 

三民區  三民國中七年級     歐瀞尹  夢想樂園 

三民區  三民國中七年級     劉晉谷  慶典 

三民區  三民國中七年級     黃浩洋  夜遊高雄 

苓雅區  五福國中八年級     黃鈺書  鹽田農夫 

苓雅區  五福國中八年級     許雯晴  保佑 

苓雅區  五福國中八年級     李品儀  盼 

林園區  林園高中國中部九年級     林安謙  世外桃源 

苓雅區  五福國中九年級     黃姝綺  懷舊時光 

 

澎湖縣 

東衛國小一年級     許庭瑀  搭乘纜車真好玩 

文澳國小三年級     夏安傑  我的學校 

文澳國小三年級     許鈺琮  夢幻校園 

文光國小五年級     林維瑄  我的家鄉風景照 



 

屏東縣 

民和國小附設幼稚園   黃兆立  太空之旅 

仁愛國小附設幼稚園   蔣睿中  有駝鳥 

常春藤幼稚園大班    謝沛恩  可愛的長頸鹿 

玉田國小一年級     郭孟慈  刻出家鄉的美 

里港國小一年級     吳懿泰  祭典 

屏教大實小一年級    吳或瑋  向日葵 

東隆國小二年級     周宸宇  刷牙樂 

鶴聲國小三年級     朱釗民  拜豬公 

中正國小三年級     張芷頡  老爺爺拉二胡 

中正國小三年級     王韻雅  參觀陶壺製作 

忠孝國小四年級     余政澍  傳承 

復興國小四年級     李昀燊  爺爺的老手藝 

潮州國小四年級     蔡安晴  創意捏麵人 

勝利國小四年級     常予謙  下棋 

中正國小四年級     邱薰瑩  採蓮蓬 

民和國小四年級     林柏諺  忙碌的小吃店 

以栗國小五年級     蔡霈萱  熱情的巴西嘉年華會 

東隆國小五年級     郭柏陞  東源野薑花季 

東隆國小五年級     郭思琦  花草異世界 

東隆國小五年級     陳郁婷  過火祭典 

四林國小五年級     林岳男  熱鬧的廟會 

四維國小五年級     吳昶萱  出巡 

中正國小五年級     溫珮伃  採蓮蓬 

高樹國小六年級     葉依潔  四大女神祈福牌 

玉光國小六年級     黃詩婷  籃球賽 

豐田國小六年級     陳怡靜  大豐收 

潮州國小六年級     張雅鈞  七十二變 SHOW 

中正國小六年級     林筱洹  鳥的異想世界 

崇文國中七年級     潘宏君  分工 

崇文國中七年級     胡黛薇  釀 

崇文國中七年級     潘祈穎  祈福 

崇文國中七年級     林文仕  家將 

大同國中八年級     劉 昕  編織童話 

新園國中九年級     張璨云  走進未來 

鶴聲國中九年級     許晏菁  敬拜 

 

台東縣 

馬蘭國小一年級     王業禎  龍年吉祥 

復興國小一年級     周庭聿  好看的布袋戲 

新生國小五年級     劉沐沐  寒單爺 

新生國小五年級     陽承剛  慶元宵 



新生國小五年級     許淳玓  逛夜市 

三和國小五年級     賴玟瑄  在蘭嶼的美好日子 

新生國中八年級     李依融  祈禱 

新生國中八年級     宋繼元  七爺 

 

花蓮縣 

花蓮市立托兒所中班   邱棋萱  可愛的貓咪 

中原幼稚園大班     黃冠竣  雪人 

慈濟幼稚園大班     張帛官  騎大象 

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柏閔  採絲瓜 

佳姿幼稚園大班     黃亦德  騎腳踏車好好玩 

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柏閔  大佛 

小樹苗幼稚園大班    李紀廷  乳牛 

慈濟幼稚園大班     黎克剛  大象 

佳姿幼稚園大班     古哲勳  舞龍 

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柏鈞  平劇 

慈濟幼稚園大班     林子芸  賞花 

海星國小一年級     何怡君  大佛 

海星國小一年級     趙承泰  千手佛 

中正國小一年級     黃苡瑄  好玩的熱汽球 

明禮國小一年級     陳思妤  賞花趣 

明義國小一年級     李旻翰  剪頭髮 

明義國小一年級     潘昱睿  貓咪 

明義國小二年級     李文琪  蘭嶼飛魚祭 

明禮國小二年級     陳芊羽  乳牛 

忠孝國小三年級     魏辰叡  石雕現場 

中正國小三年級     張蕎官  大佛 

明禮國小三年級     武宗昱  舞龍舞獅快樂跳 

中原國小三年級     陳啟元  樹屋 

中原國小三年級     汪冠宇  舞龍 

海星國小三年級     蔣中慧  原住民 

中原國小三年級     張巧薰  大佛 

明禮國小四年級     賴皓宇  蘭嶼之旅 

海星國小四年級     游佳恩  孔雀 

明禮國小四年級     張啟享  採香蕉 

華大附小五年級     王 曈  石雕 

明義國小五年級     程郁慈  放天燈 

中原國小五年級     紀翊雯  早市 

中原國小五年級     徐穀育  木雕師傅 

海星國小五年級     艾晉緯  鴿舍 

北昌國小六年級     邱若維  玩偶戲 

國風國中八年級     楊尉翎  回首 

國風國中九年級     朱明美  九份老街 



 

金門縣 

金城幼稚園大班     許睿玲  恐怖醫生 

金湖國小四年級     楊京伶  整潔活動 

 

連江縣 

中正國小二年級     王家媚  海盜船 

介壽國小五年級     黃郁漩  馬祖一隅 

 

 

集體創作 

台北市 

南港區  玉成國民小學低年級   柯羽潔  亮眼的｢十二婆姐陣｣ 

柯哲暐 

陳盈靜 

陳守平 

 

新竹縣 

新社國民小學三年級   江孟霖  義民祭 

黃壬煜 

戴君豪 

陳軍憲 

光明國民小學六年級   劉沛萱  悠遊老街 

陳沛晴 

鄭羽純 

曾宥慈 

 

台中市 

豐原區  南陽國小五年級  林姍蒂  漁鄉夕歸 

劉曉昀 

蘇淨妙 

陳冠雯 

 

南投縣 

廣福國小五年級     黃沅承  選美大會 

            廖寶怡 

            江建均 

            張嘉華 

炎峰國小五年級     曾瀠萱  迎馬祖 

            王安庭 

            陳沂璟 

            王若瑄 

 



台東縣 

台東大學附屬小學五年級 吳妤丞  資訊ｅ世代 

            黃雅玲 

新生國中七年級     林致杰  紅心皇后的夢遊仙境 

            郭奕庭 

            劉映宜 

 

花蓮縣 

海星國民小學五年級   楊珺雅  染布 

蔡品宸 

侯郁安 

毛皓芝 

涂昭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