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選獎名單 

台北市 

智成兒童藝術學院大班  林中鉉  長頸鹿玩具真好玩 

金華國小一年級     許珈銘  祈福 

內湖國小一年級     鄭翔友  長頸鹿 

玉成國小一年級     柯羽潔  忙碌的洗衣店 

濱江國小一年級     郭祐禎  盪鞦韆搶新娘 

敦化國小一年級     廖若涵  騎腳踏車真快樂 

敦化國小二年級     劉育成  大豬公 

華興小學二年級     黃佩涵  原住民石雕館 

木柵國小二年級     王柏鈞  我的夢想家－小孩的天堂 

百齡國小二年級     施亭安  黑人跳舞 

中正國小二年級     諶韋傑  椰子樹下樂無窮 

新民小學四年級     方品鈞  放天燈 

濱江國小五年級     王詠嫺  路邊小攤 

長春國小五年級     陳姵妘  大拜拜 

敦化國小六年級     翁千涵  布農族八部合音 

濱江國小六年級     黃淳韋  椰林大道 

建安國小六年級     林彥君  阿嬤～你好嗎？ 

光復國小六年級     鄭易濬  不堪回首 

方濟國中八年級     白宗育  廚房一隅 

古亭國中九年級     黃于亭  放水燈 

 

新北市 

板橋托兒所(國光分所)中班 王瑀綸  去動物園看熊貓 

重陽國小一年級     方思穎  吃火鍋 

榮富國小一年級     鄒定穎  古蹟尋幽 

昌平國小一年級     陳彥均  天馬行空 

廣福國小一年級     徐崧閔  我的大象朋友 

榮富國小三年級     黃詩諒  我的玩具小兵 

新莊國小三年級     許妤亘  神聖的泰國 

仁愛國小三年級     林岑擇  花瓶 

思賢國小三年級     謝宜庭  新式飛行器 

思賢國小四年級     黃呈恩  自然課 

民安國小四年級     黃俊瑋  遊七股 

光華國小四年級     金政穎  迎神樂音 

思賢國小四年級     楊又恩  奇妙的溫室花園 

丹鳳國小四年級     黃仲辰  到廟裡去拜拜 

思賢國小五年級     王博玄  當海嘯來襲 

莒光國小五年級     周宇婕  聚睛會神 

思賢國小六年級     林偲璇  美術教室一偶 

光華國小六年級     梁家齊  中正紀念堂一偶 

民安國小六年級     葉庭甄  家鄉的火雞 



集美國小六年級     莊佳宜  原住民婦女 

民安國小六年級     蘇芊卉  夜市撈金魚 

新莊國中七年級     詹詠筑  小巷風光 

正德國中八年級     陳迺鈞  被遺忘的時光 

 

宜蘭縣 

順安國小五年級     蕭越輝  悅讀共享 

 

新竹縣 

博愛國小二年級     蘇鈺晶  大象馬戲團 

福興國小三年級     鄭茗月  扛神轎 

新社國小四年級     吳若薇  天才陶藝室 

竹大附小四年級     宋勁陞  城隍廟 

光明國小五年級     江 昀  義民節 

光明國小五年級     蘇香芸  門神 

新豐國小五年級     劉得安  女孩 

新社國小六年級     陳薇因  木雕師父 

博愛國小六年級     馬昕汝  原住民舞蹈 

三民國中七年級     楊明境  海上雄兵特展 

 

新竹市 

建功國小三年級     陳羿華  參觀台灣世博館 

龍山國小三年級     舒晨嘉  潛水好有趣 

培英國中七年級     葉 芸  廟會 

建華國中七年級     洪彩珺  曾經走過的城市 

三民國中八年級     朱俞潔  文化的起與落 

 

桃園縣 

富棋托兒所小班     吳定樺  好吃的烤玉米 

小牛津幼稚園中班    鄭偉呈  大花豹 

會稽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陳稚垣  可愛的斑馬 

富棋托兒所大班     李恩緹  上台表演 

快樂國小一年級     曾裕宸  佛祖 

快樂國小一年級     丁庭恩  舞之美 

快樂國小一年級     鄭筠蓁  貓頭鷹 

青埔國小一年級     陳 曦  達悟族大船 

中埔國小二年級     邱宥筌  2013 的未來 

新埔國小二年級     邱仕勛  貓空纜車 

青溪國小二年級     何娟穎  假日表演趣 

文化國小二年級     邱冠綸  媽祖大遊行 

石門國小二年級     余柔萱  樹屋 

新埔國小四年級     王毓慶  彩繪油紙傘 

桃園國小五年級     于 皓  情深 



新埔國小六年級     陳品蓁  合奏 

桃園國中八年級     呂如笙  城市老農 

桃園國中八年級     黃雅筑  無重力狀態 

 

苗栗縣 

海寶國小二年級     謝定佑  遊砲台 

藍田國小三年級     繆佳惠  熱鬧的舞臺 

藍田國小三年級     陳宜君  採果樂 

通霄國小三年級     林旖芊  八家將 

照南國小四年級     戴健恆  期待 

蕉埔國小五年級     鍾雅雯  大紅柿子 

信義國小五年級     張友桁  熱鬧的台灣燈會 

蕉埔國小六年級     李家賢  原住民部落 

蕉埔國小六年級     陳禹綸  出去遊玩 

苑裡國中八年級     林品睿  自建世界 

 

台中市 

豐原區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中班 陳姿米  鴕鳥 

沙鹿區  沙鹿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崇哲  大魚帶我去玩 

沙鹿區  沙鹿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顏新濂  我的海洋朋友 

神岡區  神岡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王宇萱  元宵節 

豐原區  南陽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 洪健祐  游泳 

大雅區  大明國小二年級     姚芷均  蘭嶼的船 

南屯區  東興國小三年級     廖子帆  廟會 

北屯區  文心國小三年級     周芊慧  喜宴 

清水區  甲南國小三年級     李雨蓁  傀儡戲 

豐原區  南陽國小四年級     林誠緯  曬柿餅 

西區  大同國小四年級     廖巧瑜  婆娑眾樂 

西區  忠明國小四年級     蕭有倫  鐵板燒 

大里區  崇光國小五年級     吳宏政  傀儡戲 

神岡區  神岡國小五年級     顏家瑜  祈願 

南屯區  大墩國小五年級     吳紫熒  多才多藝的阿公 

太平區  長億國小六年級     邱孟淯  市議會大樓 

豐原區  南陽國小六年級     陳俐帆  原住民少女 

北區  曉明女中國中部七年級  房家寧  廟會 

龍井區  四咸國中八年級     林易虹  立足傳統 邁向希望 

龍井區  四咸國中八年級     陳昱昌  點’’燈’’畫’’龍’’傳絕藝 

大里區  成功國中八年級     林翊瑄  落土時 

大里區  成功國中九年級     黃哲睿  平安天燈平安夜 

 

彰化縣 

聯合幼稚園中班     許乃中  遊樂場 

湖北國小附設幼稚園中班 賴思蒨  盪鞦韆 



薇尼爾幼稚園大班    黃敏晉  玉米好好吃 

民生國小一年級     康文碩  看畢卡索畫展 

平和國小三年級     林語兒  放風箏 

大成國小三年級     施宥榛  大豐收 

民生國小三年級     周芷嫻  晒魷魚 

和美國小五年級     蔡薏禎  我的快樂童年 

大成國小五年級     謝玉琦  屋頂上的風光 

 

南投縣 

廣福國小一年級     廖丞儀  快樂的鴨子嘎！嘎！嘎！ 

光華國小二年級     徐郁媜  華麗的女旦 

田豐國小五年級     潘伊琳  七爺八爺出巡 

信義國小五年級     陳彥妤  博物館考古行 

名間國中七年級     陳怡君  白日夢 

 

嘉義市 

志航國小附設幼稚園   吳亭儒  快樂單車“趣＂ 

民族國小一年級     葉又銘  放風箏 

民族國小二年級     蔡景淵  游泳 

世賢國小六年級     林俞翔  夏日公園的午後 

林森國小六年級     陳培輝  嘉義公園一隅 

蘭潭國中七年級     劉 俊  大豐收 

 

嘉義縣 

大同國小附設幼稚園   謝宜琇  斑馬跳舞 

六腳國小一年級     楊敦媛  騎馬 

過溝國小一年級     黃翊珊  原住民搗米 

六腳國小二年級     沈羿鋒  打擊樂 

六腳國小三年級     謝沛融  晒魚乾 

六腳國小三年級     王雅嫻  手拉胚 

安和國小四年級     蔡丞智  啦啦隊比賽 

南新國小五年級     杞欣庭  迎媽祖 

六腳國小六年級     鄭佩芸  嘉邑城隍廟 

 

雲林縣 

西螺鎮立托兒所     曾芷薰  弄獅 

麥寮國小一年級     吳帛宗  大佛 

麥寮國小三年級     許沛嘉  祈福佑平安 

立仁國小五年級     翁瑜璟  祈福惜緣 

 

台南市 

六甲區  小豆豆幼稚園      林玟妡  快樂的舞獅 

六甲區  小豆豆幼稚園      賴宋銘  舞獅 



中西區  進學國小二年級     蔡佩璇  春天的松鼠 

永康區  大灣國小二年級     王謙祥  乳牛 

東區  東光國小二年級     張珈瑄  騎駝鳥 

安平區  慈濟國小二年級     洪姿文  快樂玩跳繩 

東區  東光國小二年級     李姝蓉  捉迷藏 

安南區  安佃國小四年級     黃安瑜  原住民慶典 

東區  東光國小四年級     陳奕婷  公園寫生 

新營區  土庫國小五年級     陳威竣  舞獅 

後壁區  樹人國小五年級     陳孝函  好聽的音樂發表會 

新市區  新市國小五年級     吳芳吟  百萬蜂炮鬧元宵 

立人國小五年級     郭宸秀  曬柿餅 

北區  文元國小五年級     郭育甄  快樂的時光 

西港區  松林國小六年級     周姿霈  空中的願望 

東區  復興國中七年級     陳禹蓉  鼓動人生 

民德國中八年級     陳思涵  台灣好神 

東區  忠孝國中九年級     黃鈺淳  鄰家女孩 

 

高雄市 

小港區  漢民國小附設幼稚園   李念擇  重回侏儸紀 

苓雅區  四維國小附設幼稚園   楊明澤  溜直排輪 

林園區  仁惠幼稚園       吳育妍  騎鴕鳥 

鳳山區  育菁幼稚園       張佩琪  有趣的甲蟲 

苓雅區  四維國小附設幼稚園   詹詠喬  下雨天 

鹽埕區  恆青托兒所       林佳荺  我心目中的大獅子 

三民區  常春藤幼稚園      林晏宇  貓咪家族 

阿蓮區  阿蓮國小一年級     梁宇彣  天空之旅 

楠梓區  加昌國小一年級     王芊涵  下雨天 

阿蓮區  阿蓮國小一年級     劉興隆  公雞 

岡山區  前峰國小一年級     唐國琛  盪鞦韆 

阿蓮區  阿蓮國小一年級     陳玥伶  爬山 

阿蓮區  中路國小一年級     陳忻妤  鴕鳥 

三民區  博愛國小一年級     陳喬怡  熱鬧的冬天 

前鎮區  明正國小一年級     黃棨鴻  原住民舞蹈 

前鎮區  前鎮國小一年級     蘇毓庭  摩天輪 

永安區  維新國小一年級     陳岳漢  騎腳踏車 

楠梓區  加昌國小二年級     許育禎  參觀恐龍展 

楠梓區  加昌國小二年級     李德翔  猩猩家族 

鹽埕區  鹽埕國小二年級     許桓瑄  美人魚 

新興區  七賢國小二年級     陳抒玗  按摩腳底好痛啊 

阿蓮區  阿蓮國小二年級     陳秉宏  鴕鳥 

左營區  新民國小三年級     李盈蓁  好大的蓮霧樹 

新興區  信義國小三年級     陳一豪  黑面琵鷺 

新興區  七賢國小三年級     夏茞燕  教堂之美 



小港區  明義國小三年級     吳茵柔  舞獅 

新興區  七賢國小三年級     吳以綸  將軍出巡 

前鎮區  明正國小三年級     陳柏名  騎鐵馬環山 

左營區  新民國小三年級     蘇芷筠  美麗的銅雕大門 

岡山區  前峰國小三年級     卓閔楨  民俗舞表演 

楠梓區  楠梓國小三年級     黃怡蓁  原住民婚禮 

新興區  七賢國小四年級     王慶禾  稻草人樂師 

新興區  七賢國小四年級     許華羚  市場賣魚 

三民區  民族國小四年級     陳奕蓁  葡萄成熟時 

三民區  愛國國小四年級     林品安  大樹下 

三民區  博愛國小四年級     顏水今安  大提琴樂團 

左營區  屏山國小四年級     陳彥廷  踩高蹺 

新興區  七賢國小四年級     許慈尹  媽祖遶境 

新興區  七賢國小四年級     謝伊亭  賞鳥 

苓雅區  四維國小五年級     林子湲  揮毫慶新年 

左營區  新民國小五年級     林毓媗  施工中的觀音菩薩 

前鎮區  光華國小五年級     謝沛晴  大家來看皮影戲 

苓雅區  福東國小六年級     林彥呈  瓦斯店頭家 

三民區  愛國國小六年級     陳琬勻  籃球比賽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陳嬿琳  文物修復師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陳又瑄  原民工藝展 

鼓山區  龍華國小六年級     吳奕雯  龍虎城 

左營區  新民國小六年級     陳尹曼  祈求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廖芸萱  腳踏車店 

新興區  七賢國小六年級     楊文嘉  阿公的蘭花園 

楠梓區  加昌國小六年級     李怡萱  陶藝工作坊 

三民區  三民國中七年級     薛瑜靚  欣賞古蹟 

苓雅區  道明高中國中部七年級     顏綺萱  憩 

鼓山區  明華國中八年級     劉哲佑  廟前趁晚涼 

楠梓區  楠梓國中八年級     鍾岱芙  練豎笛 

林園區  林園高中國中部八年級     張簡文傑 靜物寫生 

三民區  三民國中九年級     黃暐婷  詩意周庄 

 

屏東縣 

東隆國小二年級     黃士瀚  媽媽火山爆發了 

仁愛國小二年級     楊蕎瑀  好多的鴕鳥 

東隆國小三年級     蘇冠綸  美味的蟹火鍋 

東隆國小四年級     蔡依宸  王船遶境 

玉田國小四年級     顏婕茹  民俗藝陣 

崇蘭國小四年級     林冠宇  戲棚下 

崇蘭國小四年級     楊博翔  麵線 

東隆國小五年級     林冠妤  拜訪蘭嶼 

崇蘭國小五年級     周育昇  排灣情 



崇蘭國小五年級     施宛伶  編織 

潮州國小六年級     蔡瀚文  年節揮毫龍天護佑！ 

東隆國小六年級     郭思遠  漁市買賣 

至正國中九年級     高萮庭  下棋 

 

台東縣 

新生國中八年級     吳旻芸  織 

 

花蓮縣 

中原幼稚園大班     李晉宇  美 

中原幼稚園大班     黃冠竣  可愛的鴕鳥 

何嘉仁幼稚園大班    程睿芃  貓咪 

吳書樂幼稚園大班    饒 琳  採木瓜 

毛毛蟲幼稚園大班    潘若安  採絲瓜 

中原國小一年級     李嘉媛  採橘子 

明義國小一年級     許鎧纓  石雕比賽 

中原國小一年級     林郁辰  豐年季 

海星國小二年級     黃柏霖  蘭嶼 

明義國小二年級     劉定梧  賞鶴 

華大附設國小三年級   陳宇軒  戲偶 

明義國小三年級     劉耘菡  火車 

明義國小四年級     陳志忠  舞龍 

明禮國小四年級     林劭謙  蘭嶼的船 

中原國小五年級     姜雅敏  偶戲 

中原國小五年級     陳 葑  豐收 

 

 

集體創作 

新北市 

米倉國小二～四年級   陳品臻  叢林大冒險 

            葉雨昕 

            梁睿翔 

            葉佳琪 

 

台中市 

霧峰區  四德國小四年級     黃珮恩  去遊樂園玩 

            林安綺 

            吳俊穎 

 

嘉義縣 

六腳國小二年級     吳永信  六腳農腳 

            黃鉦皓 

            陳安晏 



            呂宜盈 

 

台南市 

新泰國小六年級     劉書妤  廟會慶典 

            李詠筠 

            李佳洺 

            陳映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