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作品－國小低中年級組 

 

序號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學 校 名 稱 

1.  A1-0014 蔣雨勳 不一樣的朋友 臺南市私立寶仁小學 

2.  A1-0015 蔣雨珊 Hi ,Xiaoyu 臺南市私立寶仁小學 

3.  A1-0018 鄭惟心 穿越時空的亞娜 新北市市立秀朗國小 

4.  A1-0037 蘇軒儀 蝸牛阿慢的動物狂歡派對 雲林縣縣立鎮西國小 

5.  A1-0059 徐正昕 搶救鷹眼大作戰 臺中市市立東勢國小 

6.  A1-0080 路婷雯 小呆玩雪記 臺北市市立志清國小 

7.  A1-0081 王信欣 最特別的一天 臺北市市立士林國小 

8.  A1-0083 
陳聿陞 

陳聿泓 
聖誕大冒險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 

9.  A1-0101 劉育安 雞腿與紅包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小 

10.  A1-0105 邱立晴 假如我是平溪區長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小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作品－國小高年級組 

 

序號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學 校 名 稱 

1.  A3-0001 曾世朋 時空洞 新北市 市立同榮國小 

2.  A3-0011 廖珮均 淨灘 臺中市 市立東勢國小 

3.  A3-0015 李柏儒 我的飛毛腿 臺北市 市立敦化國小 

4.  A3-0027 項詩閔 萬里洄游 蠵望龜來 臺北市 市立吉林國小 

5.  A3-0029 林書誼 海與沙灘 臺北市 市立龍安國小 

6.  A3-0033 蔡昕芸 不一樣的寶藏 臺中市 市立南屯區東興國小 

7.  A3-0055 簡恩雋 遺憾 臺南市 市立大橋國小 

8.  A3-0056 林姿均 樂樂醬的日常 新北市 市立雙峰國小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作品－國中組 

序號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學 校 名 稱 

1.  B-0008 林品希 袋著祝福 新北市 市立大觀國中 

2.  B-0017 劉柏廷 虛幻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中 

3.  B-0031 阮御棋 好吃的星星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中 

4.  B-0119 林子宇 我的泰雅族奶奶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附設國中 

5.  B-0120 鄭芫芫 我和表妹的加拿大之旅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附設國中 

6.  B-0123 黃文甫 我的星期天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附設國中 

7.  B-0131 張秉閎 鮪魚之路 宜蘭縣 縣立宜蘭國中 

8.  B-0132 
謝宜芳 

李宗縈 
遺忘的回憶 臺南市 市立學甲國中 

9.  B-0134 吳安芝 我想回家 高雄市 市立光華國中 

10.  B-0138 
陳柔妡 

曾鈺涵 
小種子歷險記 高雄市 市立光華國中 

11.  B-0140 梁永瑞 小猴子阿枝 高雄市 市立光華國中 

12.  B-0142 陳靖雅 愛拍照的小咪 高雄市 市立光華國中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作品－高中(職)組 

 

序號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學 校 名 稱 

1.  C-0050 
徐晨瑋 

徐瑋羚 
爺爺的笑容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2.  C-0051 陳湘霖 出現了 出現了!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3.  C-0116 
吳怡萱 

王意安 
不一樣的小安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4.  C-0120 彭閔鑠 愛，都一樣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5.  C-0123 賴昱喬 我想飛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6.  C-0147 陳宣茹 陪我一下，好嗎?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7.  C-0158 王維承 玩具的世界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8.  C-0163 黃哲恩 屋頂上的雨滴兵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9.  C-0180 劉立洋 神奇的神樹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10.  C-0182 任盈俐 紅蘿蔔!快快長出來! 臺北市 國立師大附中 

11.  C-0183 
林珮綺 

郭岑綾 
幸福氣球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12.  C-0192 張巧禹 小派做料理 臺中市 私立明德高中 

13.  C-0196 吳依琳 黑嚕嚕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中 

14.  C-0197 吳沂倞 拉斯特紅鞋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中 

15.  C-0215 曾仁楷 勇於嘗試的小螞蟻 臺南市 私立德光高中 

16.  C-0219 
吳宜珊 

余書嫻 
你不是我朋友 高雄市 市立文山高中 

17.  C-0226 
翟雅宣 

楊之皓 
玉米田的紛爭 臺南市 國立後壁高中 

18.  C-0237 
鄭如妤 

蘇千惠 
好朋友在哪兒 臺南市 國立後壁高中 



19.  C-0241 鐘昱傑 青蛙小迪的冒險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中 

20.  C-0248 李珝嫚 我的尾巴呢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21.  C-0265 張子璇 我到底是誰?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22.  C-0273 張巧昀 為什麼會亮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23.  C-0277 鄒佳如 我很怪?才不!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24.  C-0280 
莊凱茵 

蕭伊芸 
是誰救我了？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25.  C-0285 劉庭禎 浪費王國 臺中市 國立大甲高中 

26.  C-0287 陳姵樺 小香菇守時記 臺中市 國立大甲高中 

27.  C-0317 李家萱 伊伊的野餐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28.  C-0320 施樺蒨 尼諾的釣魚日誌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29.  C-0335 黃仁煜 山的後面 桃園市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30.  C-0338 鄭喬方 Friendship 高雄市 國立鳳新高中 

31.  C-0347 
陳姶璇 

林芸 
小狗月月的冒險 基隆市 國立基隆商工 

32.  C-0366 葉宥翎 動物們要搬家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33.  C-0372 張展境 小木偶的生命之光 臺中市 市立西苑高中 

34.  C-0373 翁郁婷 找尋 臺中市 市立西苑高中 

35.  C-0386 陳羿璇 小怪獸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36.  C-0408 
林楚月 

陳育暘 
紙飛機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37.  C-0414 李珮綺 我好羨慕他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38.  C-0419 
紀唐星 

黃馨 
把月亮帶回來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39.  C-0438 高郁晴 最美的禮物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40.  C-0463 吳瓔潔 失去與擁有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41.  C-0485 何立心 好壞好壞的貓咪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42.  C-0495 侯德郁 我是貓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43.  C-0500 周宜潔 說書兔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44.  C-0528 陳紹恩 被吵醒的阿瑞 臺北市 市立松山家商 

45.  C-0543 
陳建銘 

廖庭緯 
我們約好看櫻花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46.  C-0546 
鄧宴宜 

李侑鋌 
爺爺和他的老列車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47.  C-0548 王玉華 這一次在越南過新年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48.  C-0550 
林子越 

陳昱鴻 
真實與謊言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49.  C-0555 馬宇謙 太空大戰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50.  C-0576 吳姝柔 怪獸與房子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51.  C-0579 簡甄 你很特別!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52.  C-0583 楊舒涵 貓的禮物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53.  C-0585 
林聖皓 

賴俊杰 
歡喜來拜拜 嘉義市 私立輔仁高中 

54.  C-0589 
林心宇 

李昕芃 
旅城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55.  C-0605 黃楷晴 兩縷煙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56.  C-0606 郭昱汝 追尋星星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57.  C-0649 陳佑誠 非法入境 雲林縣 國立斗六家商 

58.  C-0684 施品良 萊納先生出遊去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59.  C-0705 
顏子晴 

李蓓君 
百變怪小布 臺北市 私立育達家商 

60.  C-0715 
謝雨潔 

黃凡曦 
今天是晴天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工 

61.  C-0742 郭芝妤 我的浴室家族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62.  C-0743 廖怡溱 飛飛找毯毯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63.  C-0746 廖咨羽 螞蟻熱氣球 嘉義市 國立嘉義女中 

64.  C-0747 吳玟錡 可以吃嗎? 新竹縣 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65.  C-0778 陳歆 綠豆豆先生的話劇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66.  C-0782 陳怡秀 等待她的貓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67.  C-0787 
陳冠霓 

張芷寧 
我要飛上天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68.  C-0790 許良宇 大腳波比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69.  C-0804 
陳欣珮 

李書旻 
一起來野餐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中 

70.  C-0835 
石靖漩 

吳雨靜 
巴奶奶的棉花糖帽 

臺中市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 

71.  C-0838 楊善慈 蒙面獅子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72.  C-0863 張祈真 人們 彰化縣 國立員林高中 

73.  C-0876 黃子薰 黑丸子 彰化縣 國立員林高中 

74.  C-0884 吳宗霖 男孩的太空之旅 彰化縣 國立員林高中 

75.  C-0890 呂珮慈 我的貓變長了！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76.  C-0891 蘇韋慈 艾利恩尋找五官之旅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77.  C-0899 賴詩樺 阿嬤的手 新北市 市立鶯歌工商 

78.  C-0911 
柯伶儒 

黃于珈 
討厭貓的 XX先生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79.  C-0914 
簡桂慈 

簡珮宇 
麥格的尋夢旅程 新北市 市立鶯歌工商 

80.  C-0951 王妤安 相愛之謎 臺北市 私立開南商工 

 

 

 

 



「2018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入選作品－大專組 

序號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學 校 名 稱 

1.  D-0002 李昱德 媽媽的假髮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D-0003 王有慈 高塔上的企鵝 臺南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3.  D-0017 連泓旗 嘟比的鉛筆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4.  D-0018 廖培錚 情感麵包宅急便 新竹市 玄奘大學 

5.  D-0019 梁玉佩 台灣寶島教室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6.  D-0025 郭孟如 四角星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7.  D-0059 柳加芳 亮亮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8.  D-0098 馬皚晴 才不要變成那樣！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D-0103 陳卉宇 躲貓貓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10.  D-0108 黃馨儀 怪獸不見了？！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11.  D-0110 王潔恩 車票不見了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12.  
D-0124 王昱晴 

跟我回家 

Come Home With Me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13.  D-0125 謝芳妤 哪裡才是我們的家？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14.  D-0146 陳柔琦 我的妹妹很黏人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  D-0166 谷宣萱 誰偷了我的眼鏡? 新竹市 玄奘大學 

16.  D-0171 曾義晴 遺失了，朋友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7.  D-0174 劉乙萱 洗車中心的秘密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8.  D-0178 邱寶儀 小塵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