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特優-1

國內特優得獎名單

特優獎

臺北市

中正區國語實驗國小三年級 李蕎妤 原住民姑娘

松山區健康國小五年級 黃信龍 都市更新

士林區社子國小五年級 陳彥霖 群鳥

新北市    

蘆洲區蘆洲國小一年級 溫彥勛 媽祖一家

新莊區思賢國小一年級 林寶帝 機器人博物館

宜蘭縣    

宜蘭國中九年級 方易 異類

桃園市    

大園區格林國際幼兒園 張芷瑄 獅子

桃園區漢洋幼兒園 劉敬 工程車

龜山區南美國小五年級 林公晨 明鄭綜合圖

中壢區東興國中八年級 賴宥宇 大溪老街

桃園區文昌國中八年級 羅伃倢 耕耘

新竹縣    

竹北市新社國小四年級 陳宣卉 湖口老街

苗栗縣  

苑裡國小二年級 劉羽宸 早起刷刷牙

通霄國小三年級 徐芷彤 製鼓師

通霄國小六年級 羅德蕊 上美勞課

竹南國小六年級 鄭宇孟 消災解厄

維真國中九年級 陳孟昊 魔眼

文字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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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特優得獎名單

臺中市    

沙鹿區永真幼兒園 蔡岱均 我的家

南屯區永春國小二年級 葉品辰 歡樂巴士

大里區大元國小三年級 郭一蘺 大家來騎腳踏車

豐原區豐田國小四年級 劉證宇 外星劫

沙鹿區竹林國小四年級 吳沅朕 我愛跆拳精神

西區忠孝國小四年級 廖芷瑩 麥當勞

大里區大元國小五年級 黃仲謙 圍爐

太平區太平國小六年級 陳俞安 河邊趣

西區忠孝國小六年級 李梓言 鐵板燒

霧峰區光復國中七年級 黃偉晉 大溪老街

彰化縣    

平和國小一年級 林莉娜 載雞的大卡車

員林國小三年級 江秉叡 原住民的生活

民生國小三年級 黃偉哲 管樂四重奏

中山國小三年級 楊子慶 迎豐收

南郭國小五年級 陳霈綺 農村風情

民生國小五年級 黃廷翰 巷弄獨行

民生國小六年級 陳柏豪 廟前

彰安國中七年級 康詠晴 鷹揚八卦

南投縣    

雙龍國小附設幼兒園 谷昊 我自己

埔里國中七年級 黃采逸 母愛慈暉

嘉義市  

大同國小一年級 廖崇任 拉大提琴

嘉大附小四年級 林沛妤 藝文小尖兵報導展覽大事紀

蘭潭國中八年級 黃筱晴 雨光交織

嘉義縣    

六腳國小四年級 凃芯妤 原住民跳舞

南新國小四年級 諸葛宇賢 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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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國中七年級 陳柏丞 溫飽中的繁榮

臺南市    

北區文元國小一年級 潘筠喬 我要刷牙不要蛀牙

東區復興國小二年級 陳亮蓁 跳舞真快樂

中區忠義國小五年級 方羽暢 幽靜森林~貓頭鷹

新市區新市國小五年級 洪子淨 採收西瓜

東區裕文國小六年級 洪琳玲 原住民風情

南區大成國中八年級 張喬甯 搗米的女子

高雄市    

楠梓區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康曼鈺 妹妹愛跳舞

大寮區後庄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渝侒 全家福

苓雅區小群幼兒園 李芯妤 快去看馬戲團表演

鳳山區忠孝國小一年級 葉睿濬 音樂同樂會

鳳山區忠孝國小一年級 葉埕宏 盪鞦韆

左營區新上國小二年級 蔡蕎安 我是模特兒

楠梓區楠陽國小二年級 張卉瑜 上美術課

鼓山區大榮劍橋國際雙語小學二年級 黃彥翔 看我們表演

前鎮區紅毛港國小二年級 張鈞凱 火車

楠梓區楠陽國小三年級 賴芳誼 動感呼拉圈

楠梓區加昌國小三年級 吳芸錚 客家藍染

三民區陽明國小四年級 李秉叡 廟前的氣球小販

楠梓區加昌國小六年級 黃芊媛 木工廠

左營區新上國小六年級 陳信慈 魔月之夜

屏東縣    

東隆國小四年級 蔡岳霖 玉荷包豐收的好時節

屏大實小五年級 邱筠雅 竹藝

崇蘭國小六年級 杜侑穎 專注

花蓮縣    

市立幼兒園 姚盈蓁 媽媽和我

幼華幼兒園 林嘉芸 看恐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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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義國小一年級 江勁諺 洗澡

海星國小一年級 陳芊燁 找月亮

海星國小一年級 林至玄 恐龍化石

海星國小二年級 鄧閎洋 多功能車

忠孝國小二年級 林楷晴 恐龍化石

中原國小三年級 張鍾駿 努力的礦工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三年級 盧佳昀 京戲

中正國小四年級 林孟蓁 廚房裡

中原國小五年級 蔡璨庭 礦工

中原國小六年級 賴欣悅 阿嬤的灶腳

    

集體創作    

臺北市    

南港區玉成國小六年級 柯哲暐、陳守平、柯羽潔、李英碩 大豐收

南投縣    

廣福國小三年級 黃明禮、田三義、廖浩宇 舞龍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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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獎

臺北市

內湖區碧湖幼兒園 巫嘉瑜 長頸鹿樂園

中山區濱江國小一年級 歐蕎銘 爬竹竿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二年級 林君儫 達悟族甩髮舞

內湖區康寧國小三年級 吳佳璇 養蠶寶寶真有趣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四年級 林廷翰 偶戲師傅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四年級 雷雅晴 熱麵攤

大安區新民國小五年級 張辰溦 拾魚的老婦人

松山區敦化國小五年級 何妍瑤 一場特別的夜間婚禮

信義區福德國小六年級 黃鈺珍 龍柱之美

內湖區麗山國中七年級 楊若然 舞動人生

基隆市

仁愛區信義國小三年級 葉芷沂 基隆廟口 

安樂區建德國中七年級 蔡安捷 廟會印象 

新北市

蘆洲區忠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奕澂 搭船

三重區百嘉幼兒園大班 薛文豪 跟鯨魚一起玩耍

新莊區思賢國小一年級 楊珵勻 公園遊戲

新莊區新莊國小二年級 陳柏澔 熱鬧的市區

新莊區思賢國小二年級 王郁喬 三隻小豬

新莊區光華國小二年級 王書珩 搶孤

新莊區榮富國小三年級 王育坤 郊遊一走吊橋

五股區成州國小四年級 張慈倫 有拜有保庇

五股區成州國小四年級 吳虹  風光茶園

新莊區榮富國小四年級 曾浦端 來逛玩具城

新莊區思賢國小四年級 賴詠譁 生日快樂

新莊區昌平國小五年級 沈雨貞 廟裡的幻想

新莊區昌平國小五年級 陳彥均 感恩的豐收季

新莊區民安國小五年級 王芷誼 南街萬聖

新莊區思賢國小五年級 游成邑 忙碌機場

中和區自強國小五年級 陳禹豪 疊杯大賽

板橋區中山國中八年級 張芷瑄 閒夏午

文字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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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大觀國中九年級 林亭妤 鬱

宜蘭縣

中道小學二年級 黃　易 厲害的門神

中道小學三年級 許華珊 賞櫻

中道小學三年級 葉莛妤 快樂的農夫和雞

中山國小五年級 吳信宏 布袋戲

中山國小五年級 林秉頡 嘟好燒

桃園市

八德區愛兒群幼兒園 蔡羽晴 我的腳踏車

桃園區會稽國小一年級 賴辰雨 我的快樂時光

桃園區永順國小一年級 石宗諺 老街

桃園區大有國小四年級 盧穎辰 媽媽的理髮院

龍潭區石門國小四年級 何心滔 門神

平鎮區宋屋國小五年級 莊智勛 拒絶生病保持健康 

八德區大忠國小六年級 蕭郁書 遠離塵囂─露營趣

中壢區東興國中八年級 林　懋 忙碌的旗津通勤族

新竹市

三民國小三年級 許庭睿 老街

三民國小五年級 林品嫙 歡慶義大利面具節

新竹縣

山崎國小一年級 徐郁程 星際大戰

新湖國小二年級 黃品文 大雨

新社國小三年級 林宣穎 路上的野貓

新社國小三年級 林煒晨 和貓咪玩

新社國小四年級 楊于嫻 秋高氣爽杮餅季

十興國小四年級 張韋傑 新竹驛站

光明國小四年級 丁冠中 恐龍博覽會

石光國小六年級 陳山榆 榕樹下

竹東國中八年級 蔡均侑 Mr.翻轉的遊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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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竹南國小四年級 高葦芸 游洋樂趣多

苑裡國小四年級 楊宥勝 寫春聯

斗煥國小四年級 陳品霈 烤肉

通霄國小四年級 陳盈叡 捐血救人

僑育國小五年級 王佳怡 採絲瓜

蕉埔國小五年級 陳宜蔓 粉墨登場

蕉埔國小六年級 黃詩涵 鑽轎底

臺中市

南屯區永春國小一年級 許庭愷 賞鶴 

東勢區東勢國小一年級 張丞菡 恐龍與我

北屯區明道普霖斯頓小學一年級 戎慶亞 芭蕾舞女孩

豐原區南陽國小一年級 毛知謙 火車

西區忠孝國小二年級 陳宇頡 捕魚趣

東勢區東勢國小二年級 徐正昕 快樂的賞鯨之旅

東勢區中山國小二年級 詹子毅 公園玩耍

烏日區烏日國小二年級 林祈佑 大吃一頓

西區忠明國小二年級 徐柏安 神門

西區大同國小三年級 葉家綾 阿嬤的回憶

南區國光國小三年級 曾哲恩 擁抱幸福

西屯區長安國小三年級 蔡智鈞 侏儸紀再見

西區大同國小四年級 呂昀倩 做竹籠的人

豐原區瑞德國小四年級 林靖芸 自助餐店

豐原區瑞穗國小四年級 楊承翰 修電線

豐原區瑞穗國小四年級 許博甯 採香蕉

豐原區葫蘆國小五年級 郭紹軒 來買魚

太平區宜欣國小五年級 江昀瑾 迎神納福

霧峰區僑榮國小六年級 李芷柔 移動世界

北區臺中教大實小六年級 黃建忠 廟會新印象

南屯區東興國小六年級 賴言丞 海港風情

南屯區惠文國小六年級 李麒賢 夜市人生

西區忠孝國小六年級 吳俞嬅 礦工

西區中正國小六年級 羅彥麟 晒麵線 

梧棲區中港高中國中部七年級 陳妍亘 大海在哭泣

梧棲區中港國中八年級 蔡佩蓁 暗夜之眼

沙鹿區鹿寮國中八年級 吳旻容 大甲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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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成功國中九年級 林楷恩 火星的漁市場

大甲區順天國中九年級 郭權輝 晨間時光

彰化縣

南郭國小一年級 黃唯甯 結婚

民生國小一年級 洪惠如 晒杮餅

員林國小二年級 陳行美 遇見牛的驚喜

民生國小二年級 謝佩珊 原住民

平和國小二年級 林宥翔 稻草人

平和國小三年級 林威百 插秧趣

平和國小四年級 唐翊薰 原住民織布

平和國小五年級 林岑芸 悠然卦山下─相親篇

忠孝國小五年級 林宣妤 千里眼、順風耳

民生國小五年級 邱廷敏 八卦山圓形廻廊

民生國小五年級 曾翊綸 書畫展揮毫

民生國小六年級 鄭子芊 雅美人的飛魚季

中山國小六年級 劉栴佾 車鼓陣表演

信義國小六年級 謝承志 阿公的醬菜車

藝術高級中學國中部七年級 洪如旻 豐收的一天

彰安國中八年級 林宜妘 升學主義遇見我 

南投縣

名間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仲唯 和小狗Paula去散步

南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妍希 採菇樂

炎峰國小二年級 何帝均 奇異的房子

北山國小二年級 黃家興 我的異想世界

千秋國小三年級 陳家豪 怪物大戰

南投國小四年級 廖晏婕 好香的烤玉米

民和國小四年級 張倬斌 蓋房子

光華國小四年級 蘇莉晏 大樹下

草屯國小四年級 林湘庭 皮影戲表演

廣福國小五年級 田雨婷 有蝦子的野餐

永樂國小五年級 廖羿喬 親近恐龍

國姓國小六年級 廖佳筠 沉迷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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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西螺鎮立幼兒園 莊雅琁 跳芭蕾舞

麥寮國小一年級 唐釩碩 捕魚樂淘淘

北辰國小三年級 李苹妤 千里眼順風耳

北辰國小四年級 王威則 我愛捏麵人

嘉義市

宣信國小二年級 蔡宜恬 石猴雕刻藝術節

崇文國小三年級 吳依庭 歡樂慶豐年

崇文國小四年級 張庭馨 泰國映象

嘉北國小四年級 林昕霈 養雞阿嬤好親切

嘉義大學附小四年級 林純伃 特別的經驗─探索海底奇景

北園國小四年級 蘇玉文 大嘴鳥下來陪我玩

民族國小六年級 陳奕瑄 看見銀髮族改變的生活─喝下午茶

蘭潭國中七年級 葉芝妤 香蕉園

蘭潭國中八年級 張博銓 維生？殺生！

蘭潭國中八年級 朱盈儒 軌‧境

民生國中九年級 黃詩芸 大自然

嘉義縣

高明幼兒園 劉英達 斑馬

高明幼兒園 陳雅婷 一起洗澡

景山國小一年級 韓丞宥 哇！好大的斑馬呀！

新埤國小一年級 李育霆 施工中

過溝國小二年級 李宜勳 廟裡拜拜

南新國小三年級 諸葛亮圻 皮影戲

六腳國小六年級 楊蕙瑜 紙傘製作

六腳國小六年級 林庭宇 去廟裡拜拜

六腳國小六年級 楊子毅 八家將表演

昇平國中八年級 林義鈞 雨中行

臺南市

安南區安佃國小幼兒園 林家定 貓

東區東光國小一年級 陳竑睿 貓

後壁區新嘉國小一年級 張景荃 火車ㄅㄨㄅ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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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區慈濟高級中學國小部一年級 劉品儀 我愛梳頭髮

南區永華國小三年級 黃泳菁 最愛

中西區永福國小三年級 張宸瑋 挖土機

中西區永福國小四年級 張宸睿 夜貓子

永康區永康國小四年級 吳宜秦 我的爬蟲朋友

東區東光國小五年級 杜梁心瑜 碳烤玉米

新營區新泰國小五年級 劉容睿 兵荒馬亂的美勞課

安平區慈濟高級中學國小部六年級 陳詩沄 被關在箱子裡的女孩

中西區建興國中七年級 史唯良 傳承─彩繪臉譜 

東區後甲國中八年級 陳奕婷 天祐臺灣

高雄市

梓官區迪斯耐幼兒園 劉鈺玄 爸爸唱歌我跳舞

岡山區貝斯特幼兒園 邱家恩 小小芭蕾舞者在表演

岡山區貝斯特幼兒園 林芯渝 我愛唱歌

苓雅區小群幼兒園 謝友友 去廟裡拜拜

苓雅區小群幼兒園 田紹廷 快來工作囉！

燕巢區宏欣幼兒園 郭晉豪 飛天獅王

楠梓區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周品佑 我的弟弟

鳳山區忠孝國小一年級 宋智勳 舞蹈時間

苓雅區凱旋國小一年級 李登科 三太子

三民區三民國小一年級 張博鈞 溜冰

三民區東光國小二年級 施冠宇 太空樂園

前鎮區光華國小二年級 陳姵臻 餵鴿子

鼓山區大榮劍橋國際雙語小學二年級 林禎  奇幻屋探險

鳳山區鳳西國小二年級 林冠宇 蓋房子

楠梓區加昌國小二年級 趙家穎 寺廟

楠梓區楠陽國小二年級 趙翊妘 原住民表演秀

楠梓區楠陽國小三年級 黃騰億 原住民表演秀

三民區三民國小三年級 林軍彥 復古小吃店

苓雅區四維國小三年級 戴鈺凌 非洲設計

左營區新民國小三年級 陳宣伃 女子音樂大賽

鼓山區明誠國小三年級 楊芯慈 糖果屋

新興區七賢國小三年級 柳宥希 門神

新興區七賢國小四年級 黃暐宸 山城之旅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蕭伶珊 古蹟考古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王睿承 出巡

鼓山區鼓岩國小五年級 童飛翔 我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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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雅區凱旋國小六年級 涂仕軒 救難英雄

楠梓區加昌國小六年級 許育慈 新竹米粉

楠梓區加昌國小六年級 許育禎 瓦斯行

三民區東光國小六年級 林毓蓉 糖果屋

三民區陽明國中七年級 林渟佳 慶典

屏東縣

東隆國小一年級 郭謙芊 我喜歡刷牙

仁愛國小一年級 李柏翰 趣味競賽

新圍國小一年級 劉珮珊 觀游魚

中正國小三年級 李依珊 鐵板燒

中正國小四年級 郭庭妤 花旦

屏大實驗小學五年級 邱筠喬 姊妹情深

東隆國小五年級 陳奕臻 蘭嶼風情

東隆國小五年級 方藝融 古玩繪製傳藝情

東隆國小六年級 周宸宇 阿嬤的油紙傘

大同國中七年級 王韻雅 魚販

崇文國中七年級 巴思婷 幸福

崇文國中七年級 李承恩 豐收

崇文國中七年級 步何曜萱 魯凱情

臺東縣

向日葵幼兒園 江宥萱 我的牙齒痛

向日葵幼兒園 江倢潁 爸爸騎車帶我出去玩

利嘉國小二年級 趙嘉棠 爸爸帶我看電影

花蓮縣

吳 樂幼兒園 葉安琪 結婚典禮

北昌國小一年級 呂采豫 飛鳥

鑄強國小一年級 汪光禹 舞龍

稻香國小一年級 黃宇歆 抓螃蟹

中正國小一年級 程睿宇 大樹

中正國小二年級 蔣岩叡 恐龍化石

中正國小二年級 莊家瑋 爺爺彈吉他

中原國小二年級 朱哲亨 火災現場



國內優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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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國小二年級 劉恩睿 多功能車

志學國小二年級 葉宛柔 採草莓趣

海星國小二年級 林子宸 灶腳

明義國小二年級 邱薏頻 北極企鵝

明義國小三年級 程柏叡 礦工

忠孝國小三年級 徐昀暘 巫婆的家人

鑄強國小三年級 蘇力穩 灶腳

北昌國小三年級 呂則謙 理髮院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三年級 司修誠 剪頭髮

中正國小四年級 張帛官 辛苦的礦工

明義國小五年級 陳柏亘 修佛

明義國小五年級 陳詩玄 蘭嶼之旅

明義國小五年級 吳家瑜 音樂表演

集體創作

新北市

板橋區大觀國小三年級 廖婕妤 黃馨儀 林侑澄 廟會

臺中市

大里區永隆國小四年級 呂羽威 郭哲安 翁健翔 廖士宏 超跑工廠

嘉義縣

六腳國小四年級 涂祺凱 陳靚虹 林宣妗 陳美郁 熱鬧的廟會

屏東縣

東隆國小五年級－甘鈺立、六年級－黃瑜恩 吳妙芩 黃子宸　王船遶境護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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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臺北市

信義區兒童福利中心幼兒園 張詠森 幸福的雪人

信義區小企鵝美術陶藝幼兒園 胡懋謙 舞獅

大安區大安國小一年級 嚴振宇 我的好朋友

大安區復興國小二年級 楊可煌 美麗的獅子魚

松山區敦化國小二年級 劉育安 熱鬧的釣蝦場

中山區濱江國小二年級 劉芯妤 聽媽媽說枕邊故事

中山區濱江國小二年級 黃盺沂 熱鬧的海底世界

中山區大直國小二年級 黃琳媛 烤蝦

文山區武功國小二年級 陳威佑 夢幻王國

信義區興雅國小二年級 余宗叡 舞獅

士林區社子國小二年級 陳品廷 青蛙

士林區葫蘆國小二年級 黃婕芯 藍鵲帶我去旅行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二年級 宋愷甯 燈塔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三年級 葉亭誼 包粽子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三年級 謝無雙 豐年季─美麗的姑娘

中山區濱江國小三年級 王柏鈞 釣大魚

中山區濱江國小三年級 郭宜真 看牙醫

萬華區光仁國小三年級 盧梓方 我去動物園─印象最深刻的一幕(看老虎)

文山區景興國小三年級 戴妘倢 企鵝看我在看企鵝

內湖區新湖國小三年級 林佑儒 愛樂狂響曲

內湖區西湖國小三年級 吳蕥妤 鴕鳥

大安區新民國小三年級 吳浚辰 騎恐龍大賽

大安區大安國小四年級 陳祺濬 獨角仙的打鬥！

大安區大安國小四年級 鄒明烜 告狀

士林區華興國小四年級 張瑜晏 勇士出航了！

中山區永安國小四年級 李琂儒 吃螃蟹大餐

文山區再興國小四年級 姜芊伃 拔牙記

內湖區明湖國小五年級 陳旻妍 忙碌的城市

大安區東門國小五年級 趙庭緯 壓力

大安區建安國小五年級 張家瑄 星球探險

大安區大安國小六年級 鍾欣妤 扯鈴表演

北投區文林國小六年級 于映翔 白樹與黑荊棘

中正區國語實驗小學六年級 李芷葳 第一次出海體驗

信義區興雅國中七年級 蔡之綾 慵懶

松山區介壽國中七年級 陳映樺 地球小姐的肖像畫

文字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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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安樂區建德幼兒園 馮瀚平 魔幻的森林

安樂區二信國小二年級 郭芸珊 白孔雀

安樂區聖心國小二年級 吳安淇 三個兔子跳舞去

安樂區建德國小三年級 林湘淇 森林參觀

仁愛區信義國小三年級 邱宥涵 快樂海底城

仁愛區信義國小四年級 沈暐恆 血紅外星人的隆臨

仁愛區信義國小四年級 林元廷 人類捕魚，鯊魚在後

安樂區二信國小四年級 洪珮宸 林家花園一隅

安樂區二信國小四年級 周品杉 創意剪紙展

安樂區二信國小四年級 周彥任 我的創作天地

暖暖區碇內國小四年級 賴禹睿 夜晚的加油站

暖暖區碇內國小五年級 劉詩馨 補鞋師傅

安樂區聖心國小五年級 柯閔文 阿貓魚游龍宮世界

安樂區聖心國小六年級 周亭吟 夢中所見

安樂區聖心國小六年級 胡　凱 撲克牌世界

安樂區聖心國小六年級 張威翔 怪獸世界兩端

安樂區建德國小六年級 吳采洺 火雞

信義區東信國小六年級 卓永恩 我們是時代產物

仁愛區銘傳國中八年級 林海兒 製冰廠的薄暮

中正區二信高中國中部九年級 江韋葦 藍瓶集絮

新北市

土城區裕德幼兒園 陳律璉 馬拉松比一比

土城區裕德幼兒園 許羽程 幸福的野餐

永和區永平國小幼兒園 莊　湛 年獸挖金礦

蘆洲區徐匯幼兒園 郭彥妤 我愛斑馬

蘆洲區忠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龔子涵 小鳥哭了

三重區三重國小附設幼兒園 呂昱姍 長頸鹿幫忙修理房子

中和區奧林匹克幼兒園 陳彥睿 彩色章魚

中和區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許恩碩 我愛藍鵲

中和區錦和國小一年級 劉睿承 蝙蝠戰隊

新莊區昌隆國小一年級 王宣之 我的寵物貓

新莊區榮富國小一年級 林品妍 小廚師

新莊區榮富國小一年級 吳盈儒 動物園看斑馬

新莊區中港國小一年級 賴睿紳 世龍世界大戰

新店區康橋雙語小學一年級 顏翊庭 雪人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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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北新國小一年級 陳逸理 愛生氣的大姆哥

土城區頂埔國小一年級 周軒輔 雞

蘆洲區成功國小一年級 蔡硯程 海底探險

三重區集美國小一年級 毛泑筑 吃麵

三重區集美國小二年級 黃彥鈞 飛魚季

三重區集美國小二年級 徐瑄容 達悟族勇士

蘆洲區忠義國小二年級 朱品縈 月光下的樂園

蘆洲區忠義國小二年級 顏恩霓 小丑表演

蘆洲區忠義國小二年級 陳舒甯 孔雀

蘆洲區蘆洲國小二年級 蔡沁穎 美麗的藍鵲

新莊區中港國小二年級 吳鎧睿 我愛甲蟲

新莊區新泰國小二年級 簡嘉孜 看戲

新莊區新莊國小二年級 劉品威 甲蟲

新莊區新莊國小三年級 王苡安 欣賞恐龍

新莊區昌隆國小三年級 黃筱晴 飛躍夢鏡

新莊區昌平國小三年級 徐至妍 老街

新店區北新國小三年級 何晏誠 小人國歷險記

板橋區文德國小三年級 王瑀綸 幫大象洗澡好快樂 

土城區廣福國小三年級 黃笙銓 奇幻海底冒險旅程

蘆洲區鷺江國小三年級 任青立 動物音樂會

蘆洲區忠義國小四年級 吳品宜 森林浴

蘆洲區忠義國小四年級 陳孟婕 集集車站

三重區重陽國小四年級 陳聿芃 我的夢想當獸醫

三重區集美國小四年級 陳韋伶 面具嘉年華

新店區康橋雙語小學四年級 陳鼎穎 未來博物館

新莊區新泰國小四年級 戴宜珮 流浪狗悲歌

新莊區昌隆國小四年級 陳紫彤 參觀古蹟

新莊區思賢國小四年級 劉培萱 飛躍時空的旅行

新莊區思賢國小五年級 蘇允婕 步道探索

新莊區思賢國小五年級 陳禹亘 夜市的飛標遊戲

新莊區榮富國小五年級 劉佩儀 鳳梨大豐收

新莊區榮富國小五年級 楊舒晴 我的奇幻漂流

新莊區榮富國小五年級 潘芷芸 賞鳥日記

新莊區榮富國小五年級 張宇傑 畫葫蘆

新莊區昌平國小五年級 謝盈盈 快樂寫春聯

新店區康橋雙語小學五年級 林沂頡 夢幻時刻

新店區康橋雙語小學五年級 周于蕎 普渡

永和區竹林國小五年級 蔡若岑 神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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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成州國小五年級 蕭宇成 廟會

三重區修德國小五年級 張琇智 織布女工

三重區光興國小五年級 黃嵐暄 叢林的遊戲

板橋區溪洲國小五年級 葉晏妤 祈福世界和平

板橋區新埔國小五年級 鄞振軒 舞獅表演

蘆洲區仁愛國小五年級 陳玟慈 哭泣的地球

蘆洲區鷺江國小五年級 侯智雲 海中尋寶

土城區裕德實驗高級中學附小五年級 黃沛筑 樂園

土城區裕德實驗高級中學附小五年級 鄭晴安 好吃的蚵仔煎

新店區北新國小六年級 蘇宸沂 媽媽辛苦了

新店區北新國小六年級 曹雨璇 採果樂

新店區康橋雙語小學六年級 林濬瑄 天空綺想

新莊區思賢國小六年級 賴巧翎 奇幻仙境

新莊區思賢國小六年級 蘇辰怡 賞櫻的野餐

新莊區民安國小六年級 郭沛暄 春天來了

新莊區榮富國小六年級 林冠廷 廟會

新莊區榮富國小六年級 李品橋 祈福

中和區自強國小六年級 林薪逢 現代黑手

汐止區北峰國小六年級 楊　晴 迎神

板橋區大觀國中七年級 謝佳臻 20年後的河

板橋區大觀國中七年級 蔡亞璇 遊樂園 

樹林區育林國中七年級 沈委翰 九份老街

樹林區桃子腳國中七年級 王憬傑 抬轎 

新莊區新泰國中八年級 賴宥廷 破風

板橋區大觀國中八年級 黃郁凱 夢

中和區中和國中八年級 李品萱 壓力

宜蘭縣

中道學校財團法人附設宜蘭縣中道幼兒園 邱宇駿 我去釣魚

中道學校財團法人附設宜蘭縣中道幼兒園 余雨蓁 洗衣服的媽媽

中道學校財團法人附設宜蘭縣中道幼兒園 黃耀新 我在公園玩跳繩 

北成國小一年級 高子媗 學校圖書館

北成國小一年級 張郁玥 看煙火

中道小學一年級 賴品辰 我在山洞盤腿練武功

中道小學二年級 林永峻 迷路的小白鶴

中道小學二年級 洪　揚 小白鶴和警察

中道小學二年級 林柏任 貓和鳥的奪蛋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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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佳作得獎名單

北成國小二年級 曾昱瀚 划龍舟

北成國小五年級 李宗翰 打籃球

中山國小五年級 潘律禎 歌仔戲

中道小學五年級 林子祥 我家住在水族箱裡

宜蘭國中八年級 張芳綺 夢想繚繞 

宜蘭國中八年級 林彥丞 漁

桃園市

大園區格林國際幼兒園 周禹丞 大象

蘆竹區格林幼兒園 黃民鈞 毛毛獅

桃園區漢洋幼兒園 王睿軒 工程車

桃園區漢洋幼兒園 林峻奕 車

桃園區漢洋幼兒園 陳資易 火車維修站

桃園區勁草幼兒園 江侑恩 築巢

八德區小牛津幼兒園 許睿哲 大船來了

中壢區新自強種子幼兒園 徐乙皓 哇！我昏倒了

新屋區新奇屋幼兒園 吳苡榛 我的刺蝟好快樂

中壢區林森國小一年級 謝昀倢 嬉遊林間

中壢區林森國小一年級 王怡蘋 團圓飯

桃園區快樂國小一年級 莊翊廷 看電影

桃園區建德國小一年級 許銘諺 恐龍

觀音區新坡國小一年級 洪綺恩 到廟裡拜拜

大溪區田心國小一年級 賴柔辰 洗車

龜山區文華國小一年級 吳東諺 好大的鯨魚

龜山區文華國小一年級 曾宥璉 長頸鹿

龜山區文華國小二年級 謝秉諭 運動會

桃園區同德國小二年級 李濬安 老街

桃園區南門國小三年級 李蘅哲 歡笑遊樂園

桃園區桃園國小三年級 廖映慈 爺爺幫我修腳踏車

中壢區中壢國小三年級 黃聖恩 賞花燈

中壢區忠福國小四年級 謝秉芸 大溪老街看牌樓 

觀音區草漯國小四年級 李嬑汶 虔誠

桃園區文華國小四年級 許文綾 人力車

八德區瑞豐國小四年級 陳昱錡 動物秀

八德區瑞豐國小四年級 劉諺臻 路邊攤

八德區瑞豐國小五年級 翁子傑 夜市大PK

平鎮區忠貞國小五年級 方顗晴 天燈幸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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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區大園國小六年級 涂善妤 廟會

桃園區桃園國小六年級 羅緯修 親職教育日的節令鼓表演

桃園區慈文國中七年級 袁紹翔 畫具狂歡

中壢區東興國中八年級 黃芷彤 財神到

新竹市

實驗國小一年級 陳芝穎 猴子的快樂天堂

實驗國小三年級 陳爾謙 環保的省思

實驗國小三年級 樊佳瑄 老街巡禮

三民國小四年級 陳律蓁 夜空下的遊樂園

建功國小四年級 黃奎鈞 好友同樂爬樹趣

科園國小五年級 張妏妏 我的城市我的家

亞太美國學校國中七年級 蔡知耘 嚮往

光武國中七年級 舒晨嘉 我的版畫課

新竹縣

橡尚幼兒園 黃信悅 幫消防車洗澡

新社國小一年級 邱咸盛 一起來畫畫

玉峰國小一年級 陳可薇 泰雅族舞蹈秀

大同國小二年級 葉柏逸 夜景

信勢國小二年級 徐家沛 爬山好健康

玉山國小三年級 羅雅薰 嘿唷！嘿唷！拔蘿蔔

興隆國小四年級 葉子槐 布袋戲

興隆國小四年級 林宥安 杮代相傳

新社國小四年級 羅筠晴 難以忘懷的沙灘之旅

新湖國小四年級 潘顯玟 飛魚季

十興國小四年級 黃伯穎 海上城市

光明國小四年級 詹承曄 我的樂高世界

中正國小五年級 黃惟暄 圖書館裡的密秘

玉峰國小六年級 楊聖豪 原民慶典

六家國小六年級 卜紹秦 阿公的那個年代

松林國小六年級 林品妘 爆汁香甜水果玉米

新社國小六年級 曾詳幃 新竹火車站

仁愛國中七年級 劉祐瑄 杮子紅了

新湖國中八年級 池京燕 等待放晴

自強國中八年級 邱梓庭 風調雨順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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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佳作得獎名單

自強國中九年級 彭雨緹 溫暖的家

苗栗縣

愛兒樂幼兒園 劉翁凱 我和寵物

圳頭國小一年級 張又升 游泳

建國國小一年級 傅冠捷 大怪手

中正國小一年級 徐子甯 可愛兔子

通霄國小二年級 李姿岑 三峽老街騎單車 

蕉埔國小二年級 張家豪 快坐好，上課啦！

蕉埔國小二年級 黃建豪 後台的準備

後龍國小二年級 吳宗翰 參觀臺中科學博物館

客庄國小二年級 蔡湘禾 肥肥胖胖的蠶寶寶

建國國小三年級 吳昕儒 採杭菊

大同國小三年級 江品萱 晒杮子

照南國小三年級 林靖軒 門神

通霄國小三年級 許靜芊 忙碌的鐵匠

通霄國小四年級 張舒涵 資源回收

通霄國小四年級 洪叡愉 籃球

通霄國小四年級 黃筱娟 餵鳥

僑善國小四年級 林昱婷 救災現場

竹南國小四年級 陳衣薰 好姊妹出遊去

竹南國小四年級 鍾　瀅 驚嚇

竹南國小四年級 劉庭聿 老鷹

竹南國小四年級 鐘翎方 花園

新興國小四年級 吳禹葶 婚禮的祝福

大同國小四年級 劉怡靚 放學後的雜貨店

大同國小四年級 何文陽 阿里山小火車

大同國小四年級 洪榆喬 卸妝

海口國小四年級 匡智寧 龍騰印象

頭份國小四年級 張沈勝 繁榮的廟口

頭份國小四年級 朱佳祺 一眼透視

城中國小四年級 胡紹婷 大家一起來大掃除

客庄國小四年級 王雋翔 剁雞肉

建國國小四年級 劉子齊 橡皮人打籃球

中正國小四年級 范世蓁 大家來運動

蕉埔國小四年級 邱玥慈 服飾店大拍賣

蕉埔國小五年級 黃姿瑜 邵族戰祭

僑育國小五年級 李曉涵 養雞場

僑育國小五年級 賴詩諺 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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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佳作得獎名單

照南國小五年級 趙翊晴 懷舊的皮影戲

照南國小五年級 王千昀 七爺八爺    

文苑國小五年級 梁筱妮 彈鋼琴的少年

大山國小五年級 黃翊涵 豐收

蕉埔國小六年級 吳丞凱 同學的畫像

建國國小六年級 彭晨祐 大夥來下棋

竹南國小六年級 劉益彰 老鷹

通霄國小六年級 簡奕廷 賞楓

通霄國中七年級 賴亮妤 公園一隅

通霄國中七年級 邱宇弘 除夕圍爐之夜

通霄國中七年級 曾致霖 夢境

興華高中附設國中部七年級 黃久芸 就是要滑

興華高中附設國中部七年級 林宜亭 I  Love Taiwan

興華高中附設國中部八年級 吳依璇 信仰 

興華高中附設國中部八年級 李采恆 雜貨店

興華高中附設國中部八年級 張　諭 世界翻轉

通霄國中八年級 莊詠昇 九份

苑裡國中八年級 梁詩宜 世界未日？

苑裡國中八年級 江翊廷 回憶起阿嬤的灶腳

明仁國中八年級 謝宜家 瀑布‧湖泊‧玻璃橋  

致民國中九年級 林宸均 吶喊

建國國中九年級 劉映彤 夜市風雲

臺中市

大里區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奕華 出遊

大里區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愉恩 我們這一家

后里區一德幼兒園 侯家慈 洗澡囉

豐原區南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姜忠蘋 貓

豐原區瑞穗國小一年級 黃嘉忻 賣魚販

豐原區瑞穗國小一年級 黃煒婷 看花燈

東區臺中國小一年級 陳則安 火車站

東勢區東新國小一年級 徐栢樺 烤鴨的店

西區忠孝國小一年級 林起磊 玩具總動員

西屯區西屯國小一年級 陳子晴 旋轉木馬

西屯區上安國小一年級 謝昀蓁 刺激的雲霄飛車

清水區清水國小一年級 陳莛洧 愛刷牙

沙鹿區沙鹿國小一年級 劉恩羽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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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柯昕妤 早餐店

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林柏翰 吃麵

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廖羽柔 賣魚 

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陳亮耘 採絲瓜

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陳曼華 企鵝

豐原區瑞穗國小二年級 劉采妍 抓獨角仙

豐原區南陽國小二年級 李訢瑋 嬉戲

豐原區南陽國小二年級 劉泉豐 餵雞

豐原區豐田國小二年級 王俊傑 小小眼鏡猴

梧棲區大德國小二年級 盧柏翰 鹿港行

東勢區明正國小二年級 張恩綺 做粄的一家

東勢區東新國小二年級 陳俞安 賣烤鴨

東勢區東勢國小二年級 張恩慈 運動會

南屯區東興國小二年級 陳廷宥 照過來，照過來

南屯區東興國小二年級 張舒涵 拜訪森林

沙鹿區竹林國小二年級 黃浩名 2016臺中燈會

沙鹿區沙鹿國小二年級 莊紫勤 歡樂新年

北屯區明道普霖斯頓小學二年級 張書晨 快樂的一天

北區育仁國小二年級 馬義宸 土地公廟拜拜

北區育仁國小二年級 葉名宸 大家來踢足球囉！

新社區新社國小二年級 黃冠霖 採香蕉

神岡區神岡國小二年級 姚尚辰 舞獅

西屯區東大附小二年級 黃均晏 夜空中閃櫟的祝福

潭子區華盛頓國小三年級 謝筱棠 荷花公園

豐原區瑞穗國小三年級 蘇宏洋 舞獅

豐原區南陽國小三年級 陳亮妘 杮杮如意

中區光復國小三年級 廖芯亭 參拜

西區忠孝國小三年級 陳巧恩 照鏡子

北區育仁國小三年級 李亞叡 斑馬先生

烏日區九德國小三年級 王彥程 未來世界

西屯區何厝國小三年級 莊雅筑 圍爐

外埔區馬鳴國小三年級 許議文 大甲媽祖要出巡

神岡區神岡國小三年級 王卿亦 做糕點 

霧峰區光正國小三年級 楊松諺 漫遊觀石獅

后里區內埔國小四年級 廖育德 夜晚的奇美博物館

東勢區中山國小四年級 林睿鴻 飛魚祭

東勢區東新國小四年級 劉承恩 拾光

東勢區東勢國小四年級 劉亘祐 生能園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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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南陽國小四年級 張宇晴 魚市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四年級 柳佳薰 我的阿嬤

豐原區瑞穗國小四年級 張嘉珈 修鞋

豐原區瑞穗國小四年級 王虹筑 晒杮餅

太平區坪林國小四年級 何翊銓 媽祖繞境

北屯區明道普霖斯頓小學四年級 楊子央 歡喜慶新年   

石岡區石岡國小四年級 賴宥希 臺東王船祭─送王船

清水區大秀國小四年級 白宇廷 攻防

清水區清水國小四年級 蔡　植 媽祖出巡 

南屯區東興國小四年級 廖子晴 慶豐年，樂知足，薪火代代傳

南屯區大新國小四年級 陳品希 長髮飄揚的祭典

西屯區西屯國小四年級 程筠筑 羽毛帽子博覽會

西屯區上石國小四年級 廖子瑒 騎自行車

西區忠孝國小四年級 廖宜楙 陣頭

霧峰區霧峰國小四年級 張涴晴 萬家燈火

神岡區豐洲國小四年級 廖榮亮 小雞孵出來了！

神岡區豐洲國小五年級 陳軒雅 媽祖出巡

大里區大元國小五年級 謝宇軒 城市飛魚

大里區大元國小五年級 林卓駿 滑手機的人際關係

大里區大元國小五年級 沈昊綺 口簧琴

大里區塗城國小五年級 張巧樺 原住民文化

大雅區大雅國小五年級 謝鴻君 海上城市

大甲區大甲國小五年級 郭祐君 寺廟之美

南屯區東興國小五年級 周采潔 郊遊

南屯區黎明國小五年級 李柔漪 騎腳踏車趣

沙鹿區竹林國小五年級 蔡宜蓁 露營

石岡區石岡國小五年級 黃珮瑀 原住民

石岡區石岡國小五年級 韋致均 好玩的自然課

西屯區協和國小五年級 晏櫟喬 闔家歡

潭子區華盛頓國小五年級 李鎧翎 玉米田

豐原區瑞穗國小六年級 王瑞翎 上美勞課

豐原區瑞穗國小六年級 鄭嘉琳 花房一角

豐原區南陽國小六年級 羅美欐 原住民

大里區永隆國小六年級 林倉丙 結婚的慶典

大甲區文昌國小六年級 蔡東育 彩色的森林動物園

霧峰區霧峰國小六年級 楊侑霖 國美館記趣

西屯區何厝國小六年級 周婷瑜 美哉校園

西屯區西屯國小六年級 何謦妤 超甜水果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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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太平國小六年級 李宛庭 賞櫻

太平區宜欣國小六年級 江知叡 臺灣八家將

北屯區文心國小六年級 蘇品萍 食在不安

南屯區東興國小六年級 李佳宸 採香蕉

神岡區神岡國小六年級 蔣瑩融 紙傘

東勢區東勢國小六年級 詹彩渝 好杮臨門

東勢區東勢國中七年級 張蓺芩 慶典

豐原區豐陽國中七年級 曾椏萱 石獅子

豐原區豐陽國中七年級 廖期琪 所羅門的大葬

梧棲區中港高中國中部七年級 邱若晴 誘惑

烏日區明道中學國中部七年級 吳昱政 漁港一隅

大雅區大華國中七年級 蔡伊蟬 機械

大里區成功國中七年級 陳垣瑾 學習取捨

大里區成功國中七年級 林堇芝 有陪讀真好

大甲區大甲國中七年級 邢文瑈 新舊合一

大甲區順天國中七年級 李佳軒 下午茶

大甲區大甲國中八年級 李美麗 望

豐原區豐陽國中八年級 鄭宇庭 夢遊

豐原區豐陽國中八年級 楊昀純 藝群人

烏日區烏日國中八年級 羅靖喬 原味十足─原住民手機殼設計 

彰化縣

金寶寶幼兒園 李芷禕 牧場餵牛

聯托幼兒園 吳昱佑 夜探森林

薇尼爾幼兒園 陳瀚紳 可愛的大佛

平和國小一年級 張喆甯 我是小園丁

新港國小二年級 林承岳 天文館

民生國小三年級 李安綺 抓螃蟹

民生國小三年級 黃翊翔 學爬樹

民生國小三年級 楊綵縈 來買地瓜哦

民生國小四年級 劉軒岑 美麗的夏天

民生國小四年級 張芸瑄 祈福

民生國小四年級 楊渲渼 金針花海

平和國小四年級 李盈萱 銀橋遊記

育英國小四年級 張茗涵 遊樂園

僑信國小四年級 陳映辰 千里眼順風耳好威風

靜修國小四年級 蔡秉均 火車上的故鄉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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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仁國小四年級 張萍恩 舞龍

南郭國小五年級 鄭登埕 娶親

僑信國小六年級 柳宛妤 熱鬧的廟會

大成國小六年級 林昱成 石獅子

和美國小六年級 李虹燁 香煙裊裊

伸港國中八年級 黃妍馨 漫遊府城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八年級 陳柏蓁 夜市風情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八年級 林傑敏 迎媽祖

南投縣

貝斯特幼兒園 廖唯霈 我愛天鵝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石俊宏 戰鬥機來了

南光幼兒園 鍾峻諺 放天燈

南光幼兒園 馮靜妏 舞龍舞獅

南投市立幼兒園 楊佳臻 快樂小女孩

漳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堇恩 大樹下的野餐

真善美幼兒園 洪妍熙 跳舞的女孩

乾峰國小一年級 林于真 大自然

廣福國小一年級 呂沄蓁 大家來看豆腐鯊

名間國小一年級 吳承錞 鳥園─大嘴鳥

名間國小一年級 陳吏暘 採葡萄 

平林國小一年級 曾澄昇 國美館奇想

平林國小二年級 王佳琳 繽紛的小喇嗎

平林國小二年級 洪愷翎 媽媽幫我摘桃子

草屯國小二年級 洪嘉豐 快樂的飛魚季

草屯國小二年級 潘則丞 搬家

北山國小二年級 嚴晨益 大家來挖和尚蟹 

國姓國小二年級 洪　暐 鳥兒孵蛋博覽會

隆華國小二年級 羅欣怡 孔雀開屏

瑞田國小二年級 陳潘琦 巫婆的好幫手

雙冬國小二年級 林晉誼 嘉義高跟鞋教堂一日遊

至誠國小二年級 黃　耀 彩虹

漳興國小二年級 許秉紘 紅龜粿

內湖國小二年級 林宜蓁 小黑人跳舞

南投國小二年級 蔡妍歆 體驗鄉村生活

南投國小三年級 賴昱豪 與鶴共舞

雲林國小三年級 陳琝欣 女孩們的夢想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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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國小三年級 林清皓 午餐時光

光華國小三年級 劉柏辰 埃及

光華國小四年級 簡熏楠 埃及

南投國小四年級 江可歆 哇！小雞快孵出來了

南投國小四年級 葉芷婷 傳統木雕

南投國小四年級 劉宥廷 多功能車

名間國小四年級 陳佩妤 日月潭的風景文化

永昌國小四年級 王俞楨 秘密小花園

竹山國小四年級 林晉毅 吹出夢想 

新鄉國小四年級 松怡琳 五彩繽紛的怪房子

敦和國小四年級 邊子恩 污染

康壽國小四年級 陳冠丞 海底驚魂記

廣福國小四年級 田庚傑 愛讀書的貓變成人了

廣福國小五年級 廖丞儀 我的松鼠好友

乾峰國小五年級 曾純萍 攀岩高手

桐林國小五年級 歐藝湄 看鳥

康壽國小五年級 廖苡廷 花園的蝴蝶

埔里國小五年級 李惠妮 下雨了

草屯國小六年級 林　容 傳承

炎峰國小六年級 洪瑜君 戲

炎峰國小六年級 吳奕璇 廟口

廣福國小六年級 江易凌 大家來看神豬

普台國小六年級 余允文 婆婆的思念

麒麟國小六年級 張又心 滑動飛舞之樂

平林國小六年級 廖苡辰 華麗的皮影戲

竹山國中七年級 王云伶 拾荒老人

南投國中七年級 王毓婷 大鳥家族

延和國中八年級 潘婕頤 祈福

集集國中九年級 楊凱婷 仰望百花綻放

雲林縣

朝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蘇鍉縈 夏日蘭嶼

來來幼兒園 游翔宇 騎著斑馬去探險

來來幼兒園 高金煜 獅子跳火圈

來來幼兒園 凃淮鈞 幫媽媽曬衣服

來來幼兒園 吳定謙 我是冒險家

承龍幼兒園 高毓婷 大家來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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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幼兒園 王于真 紫斑蝶與我

美奇幼兒園 雷立丞 舞龍舞獅

美奇幼兒園 陳孟函 小丑馬戲團

元長鄉立幼兒園 吳昕霓 開心打桌球

維多利亞小學附設幼兒園 林庭吉 攀岩

西螺鎮立幼兒園 郭曉琦 門神

西螺鎮立幼兒園 廖栗淳 哇！大恐龍

西螺鎮立幼兒園 林馨沛 看！丹頂鶴多開心  

達文西幼兒園 鐘仁佑 生日快樂

雲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姿儀 火車嘟嘟

僑頭國小一年級 許凱奕 臺北101大樓煙火秀

北辰國小一年級 李涔甄 海底世界

麥寮國小二年級 林榆恩 賞蟲趣 

公誠國小四年級 林呈恩 慶元宵街景

雲林國小五年級 林嫻真 有趣的露營

安慶國小五年級 廖翊靜 粉墨登場─我愛歌仔戲   

北辰國小六年級 林珮晨 豐收

崙背國中七年級 林冠儒 月閒情

正心國中七年級 羅胤杰 盛靈宮一角

東南國中八年級 周思辰 情思映像

東南國中八年級 楊于嬋 靜幽

嘉義市

大同國小附設幼兒園 葉芸甄 公主來了 

大同國小附設幼兒園 鄭凱澤 吃西瓜比賽

嘉義家職附設幼兒園 黃儀薰 拜神明求平安 

慈光幼兒園 官秉學 直笛表演  

大同國小一年級 李康禎 歡樂音樂會 

民族國小一年級 張祐杰 熱鬧的理髮店

興嘉國小一年級 楊佩軒 慈祥的泰雅族奶奶

興嘉國小一年級 翁可紜 快樂時光

蘭潭國小一年級 林春香 好可愛的佛祖

港坪國小一年級 文里仁 工程施工中

博愛國小一年級 王慈玄 馬路前方有大怪物吔！

博愛國小二年級 程宇謙 快樂農家  

崇文國小二年級 陳忻愛 鳥園賞鳥

崇文國小二年級 黃宥杰 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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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國小二年級 蕭俊材 廟會

崇文國小二年級 黃柏瑋 恐龍遊樂園

崇文國小二年級 陳玟妡 全民健保之口腔保健 

崇文國小二年級 黃榆涵 練舞

嘉北國小二年級 蔡昀翰 廟前的石獅子

嘉大附小二年級 郭宥澄 全家摘葡萄趣

大同國小二年級 蔡伊詅 歡樂皮影戲

大同國小二年級 葉恩維 眾神出巡護臺灣

大同國小二年級 彭懷恩 撈魚

興嘉國小二年級 黃昱瑋 石獅

垂楊國小二年級 王逸華 買東西

垂楊國小二年級 陳研安 布袋戲偶

垂楊國小三年級 陳竑錦 飛魚祭

育人國小三年級 王章榮 原住民雕刻

博愛國小三年級 張博欽 騎車樂

崇文國小三年級 蕭麗玟 圍爐

崇文國小四年級 官家駿 真「杮」好滋味

崇文國小四年級 黃宥仁 整修廟宇的工匠

蘭潭國小四年級 蔡紫彤 巷口的雜貨店

僑平國小四年級 熊婉妤 快樂的歡呼─放暑假了

世賢國小四年級 盧楷怡 觀察蜻蜓在水中的蛻變

世賢國小五年級 侯權晉 齊心合力蓋房子

大同國小五年級 蔡宇宸 校園寫生一角

精忠國小五年級 徐宥翔 放天燈

北園國小五年級 鄭嘉宸 夢想機械狗一號

北園國小五年級 蕭培均 進入不一樣的老社區

崇文國小五年級 曾毅涵 放學後的幸福時光

博愛國小五年級 許采琳 夜晚看見高樓下的巨龍

育人國小六年級 黃湘甯 十二夜

蘭潭國中七年級 陳昱瑋 墟

蘭潭國中七年級 蔡秉妍 祈福守望

蘭潭國中八年級 蕭彗茗 佐光迎作

蘭潭國中八年級 陳奕潔 黑白濃淡都不是虛假，是只剩邊框

民生國中九年級 蔡昀蓉 貼畫

民生國中九年級 劉小平 我

民生國中九年級 黃鈺媗 異

大業國中九年級 何鎧亦 麥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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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寶貝王國幼兒園 蔡舒涵 貓園 

大同國小附設幼兒園 葉峻瑋 好高好大的長頸鹿

蒜頭國小潭墘分校一年級 侯承邑 打太鼓

同仁國小一年級 游宇倢 快樂來洗澡

祥和國小一年級 陳亭妤 吃大餐

祥和國小一年級 蔡宛妤 看醫生

太保國小一年級 李柏宣 歡迎外星人

港墘國小一年級 柳映如 放天燈

六腳國小一年級 楊雅茵 怪手

大林國小一年級 丁啟祐 阿里山小火車

大同國小一年級 沈芳誼 熱鬧的廟口

成功國小一年級 黃柏榮 野生公園之旅

過溝國小一年級 張祐菖 爸爸開貨車

過溝國小一年級 李峻享 盪秋千

過溝國小二年級 蔡宜庭 媽媽吹頭髮

過溝國小二年級 歐騏勝 趣味競賽

過溝國小二年級 李俞瑩 阿里山火車

新埤國小二年級 林千喜 賞鳥

三江國小二年級 張芮文 我的志願

六腳國小二年級 張宸銘 飛魚季

朴子國小二年級 周宜蓁 旋轉木馬

松梅國小二年級 李佩君 動物園寄趣

大同國小二年級 李佩臻 媽媽在剝蚵

大同國小二年級 胡薰心 晒杮趣

大林國小二年級 黃郁淇 門神

大林國小二年級 江冠霖 大發現

竹村國小二年級 沈品寬 祖孫棋樂

同仁國小二年級 賴嘉浚 賣香腸

南新國小二年級 溫嘉維 夢想中的海盜船

南新國小二年級 盧郁喬 快樂鳥樂園

南新國小三年級 楊荏安 造訪老街

興中國小三年級 張兼琦 鵝趣

新港國小三年級 張芷綺 舞蹈表演

過溝國小四年級 蔡晟郁 拜拜

內甕國小四年級 張瑞瑛 祖孫情

南新國小四年級 徐唯蓁 蘭嶼之美

溪口國小四年級 陳溢謙 藝陣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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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國小四年級 張耘銘 戲偶

梅北國小五年級 楊采筑 跳舞的人

朴子國小五年級 翁聿昕 攀岩趣

祥和國小五年級 陳泓瑜 自由自在的雨天

六腳國小五年級 林洋億 看阿公表演

六腳國小六年級 吳旻嵐 古早麵線製作

六腳國小六年級 陳玉涵 版畫雕刻

六腳國小六年級 呂宜盈 布袋戲表演

溪口國小六年級 吳思廣 掌中戲

新港國小六年級 郭芷安 音樂之夢

竹村國小六年級 沈羿鋒 祖孫同遊

南新國小六年級 戴紹謙 踩高蹺

朴子國中七年級 葉千菡 採茶

民雄國中七年級 劉子睿 秋意芳庭

民雄國中七年級 張薰方 花店一隅

民雄國中七年級 吳念琦 囚禁

民雄國中八年級 連　恩 時光小偷

民雄國中八年級 盧冠呈 歲月風霜與火光溫度的融合

民雄國中八年級 羅雯芊 阿嬤的廚房

新港國中八年級 許峻豪 百年大醮

永慶國中八年級 許東曜 公園一景

大吉國中八年級 張家依 翔遊

大吉國中九年級 邱姵樺 水上人家

太保國中九年級 洪永承 猴子躲貓貓

      

  

臺南市

下營區中營國小附設幼兒園 周萱旻 乳牛

下營區中營國小附設幼兒園 憑婕瑢 黑面舞者

中西區進學幼兒園 陳欣瑜 小瓢蟲一起玩

北區寶仁幼兒園 張詠棠 斑馬

北區大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蔡佳蓉 蝴蝶

官田區隆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柏瑋 採果樂

官田區健光幼兒園 李昀靜 我愛螃蟹

永康區永康幼兒園 蕭可叡 籃球瘋

東區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定勳 普悠瑪火車

六甲區六甲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湘嵋 與貓咪共舞

安南區朝日幼兒園 侯守謙 保庇守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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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復興國小一年級 陳思齊 大輪船

東區東光國小一年級 曹采紜 盪秋千

後壁區新嘉國小一年級 張紜榛 歡樂鹽山

中西區進學國小二年級 周宥君 海裡的探險

中西區進學國小二年級 黃翊愷 相親相愛一輩子

永康區大橋國小二年級 魏丞漢 草莓海盜船

永康區五王國小二年級 賴尚典 安平古堡

永康區大灣國小二年級 陳禹安 放天燈

新營區新泰國小二年級 郭朔辰 在星空草園騎馬

東區裕文國小二年級 侯定甫 武松打虎

學甲區頂洲國小二年級 萬可欣 郊區光景

南區日新國小二年級 張鈞翔 猴面鷹家族

北區寶仁國小二年級 楊喬甯 夏季的婚禮

北區寶仁國小二年級 陳樺緯 歡樂木棉花隧道

北區立人國小三年級 黃月瀞 彩繪油紙傘

北區立人國小四年級 王瑞智 共飲小米酒

南區新興國小四年級 馬怡晨 布袋戲之孫悟空與鐵扇公主

新營區新泰國小四年級 梅容賓 恐龍的戰爭

新市區南科國小四年級 莊明潔 十二婆姐

新市區新市國小四年級 陳禕翎 船、族人與飛魚

鹽水區坔頭港國小四年級 邱婕瑄 喵謎宮

東山區東山國小四年級 蘇煊喬 粽香

東山區東山國小四年級 林苡臻 三合院的午后

永康區崑山國小五年級 謝廷承 憩

鹽水區坔頭港國小六年級 黃奕珊 蜂炮熱鬧炸宋江

中西區忠義國小六年級 黃可昀 手機看世界

東區復興國小六年級 郭庭伃 排灣傳音

東區東光國小六年級 杜禹璇 母愛

東區崇明國中七年級 魏子豪 誘惑

中西區建興國中七年級 陳冠卉 手作魚丸

東區後甲國中七年級 林泰羽 傳承─彩繪獅頭

東區後甲國中七年級 張耘睿 躲貓貓

東區後甲國中八年級 施孟汝 南瓜園

東區長榮國中八年級 張東駿 大地脈動

高雄市

前鎮區樂群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銘鈞 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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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區樂群國小附設幼兒園 牛昱翔 斑馬

前鎮區瑞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惟淇 七爺八爺

前金區前金幼兒園 蘇貝兒 公主的表演

岡山區後紅國小附設幼兒園 呂昀臻 開車出去玩

燕巢區宏欣幼兒園 蔡宗呈 舞龍

新興區七賢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稚涵 彎彎曲曲的橋

苓雅區小群幼兒園 吳學蓁 參觀美麗的廟

苓雅區四維國小一年級 蔡振曄 游泳

苓雅區凱旋國小一年級 黃宗瑜 盪鞦韆

苓雅區凱旋國小一年級 陸靜安 七爺八爺

苓雅區凱旋國小一年級 利宗銳 盪鞦韆真有趣

鳳山區曹公國小一年級 施萱妤 逛夜市

鳳山區鳳西國小一年級 周妍汝 快樂養雞場

鳳山區忠孝國小一年級 林仁豪 搖呼拉圈

鳳山區五甲國小一年級 郭姵廷 生活叢林

三民區正興國小一年級 李翊岑 外婆家的大火雞

前鎮區明正國小一年級 蕭俐平 好高的橋

前鎮區前鎮國小一年級 林鈺誠 快樂打獵去

前鎮區紅毛港國小一年級 凃暐亮 花豹

前鎮區民權國小一年級 夏聖閎 乳牛

彌陀區彌陀國小一年級 蔡沛宸 原住民慶豐收

燕巢區鳳雄國小一年級 傅子睿 動物園看孔雀

鼓山區鼓岩國小一年級 劉晉廷 向日葵園

新興區七賢國小一年級 余有鵬 厲害的廚師

林園區林園國小一年級 黃若寧 採絲瓜

路竹區路竹國小一年級 黃婉瑄 飛天車

小港區二苓國小一年級 陳廷睿 熱鬧的新年

楠梓區莒光國小一年級 洪禾陞 我的外婆

楠梓區加昌國小一年級 吳俊億 我愛吃香蕉

楠梓區加昌國小二年級 蘇芷瑩 校園一角

楠梓區楠梓國小二年級 莊苙溱 原住民舞蹈樂

小港區漢民國小二年級 陳筠婷 游泳比賽

小港區漢民國小二年級 石亞凡 下課十分鐘

前鎮區瑞豐國小二年級 謝采秀 香蕉盛產期

左營區新莊國小二年級 簡鈺晏 吃麵  吹冷氣

左營區新莊國小二年級 王品登 夜跑

新興區七賢國小二年級 蔡欽怡 路邊雜貨車

梓官區梓官國小二年級 李宥辰 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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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松區鳥松國小二年級 羅淇友 下棋

鳥松區鳥松國小三年級 陳靜緣 好厲害的怪手

鳥松區鳥松國小三年級 羅翊人 中樂透

前金區前金國小三年級 魏旗鞍 散步

岡山區前峰國小三年級 黃資庭 我們一家人

岡山區竹圍國小三年級 張欣庭 快樂的電線桿

岡山區竹圍國小三年級 李宥心 歡樂豐年季

三民區東光國小三年級 劉家瑀 工作中的挖土機

三民區河濱國小三年級 蔡沛玄 拜拜

苓雅區四維國小三年級 林子勛 門神

苓雅區四維國小三年級 宋妮叡 大象與我們

苓雅區四維國小三年級 劉安喬 黃昏市場

苓雅區四維國小三年級 任芯褕 原住民(弓琴)

苓雅區凱旋國小三年級 吳晏卉 火災現場

小港區明義國小三年級 柯昀彤 義診

小港區二苓國小三年級 洪勃鈞 修理電線桿

小港區二苓國小三年級 藍蔡季剛 洗車店

小港區二苓國小三年級 黃裕凱 鬼盜傳奇

左營區文府國小三年級 傅育家 熱氣球展

左營區文府國小三年級 陳致澄 舞龍舞獅

左營區文府國小三年級 陳婕薰 廟會好熱鬧

左營區文府國小三年級 鄭家家 放學了

左營區文府國小三年級 蔣宏燦 糖果好甜喔！

左營區新民國小三年級 柳皓瑜 餵鴿子

左營區新民國小三年級 蘇宥緁 原住民歌唱大賽

左營區新民國小三年級 陳宥禾 除妖八家將

新興區七賢國小三年級 蔡家縈 我的彩色房間

新興區七賢國小三年級 吳廷昱 修房子的工人

新興區七賢國小三年級 陳品任 賞鳥去

鼓山區鼓岩國小三年級 蔡佑維 到涼亭休息

鼓山區鼓岩國小三年級 謝宛蓁 快樂星期天

楠梓區楠陽國小三年級 林姿嫻 參觀飛機展覽

鳳山區新甲國小三年級 許宥喬 熱鬧的大樹

林園區林園國小三年級 韓承恩 思念

前鎮區樂群國小三年級 許築庭 愛心蕃薯媽媽

前鎮區民權國小三年級 余妍昕 夢幻城市

前鎮區明正國小三年級 謝宇亮 光之穹頂

前鎮區光華國小三年級 陳秉義 豐年祭



國內佳作-21

國內佳作得獎名單

前鎮區瑞豐國小三年級 施秀臻 製鼓技藝傳承

前鎮區愛群國小四年級 陳韻安 歡樂的小丑

左營區文府國小四年級 楊芯羽 我的好朋友

鼓山區鼓岩國小四年級 李俊賢 疊羅漢

三民區河濱國小四年級 簡岑芳 住家旁的工程

三民區東光國小四年級 郭仲祐 森林的祕密

三民區東光國小四年級 莊翌萱 划龍舟

三民區陽明國小四年級 楊敏筠 作夢

新興區信義國小四年級 洪子淳 春日踏青

楠梓區加昌國小四年級 朱晨昕 奇技

楠梓區梓官國小四年級 林庭震 拜拜

鳳山區文山國小四年級 劉妍妊 漁港一日遊

苓雅區福康國小四年級 李邡瑜 樹屋

苓雅區凱旋國小四年級 許潔安 救火的人

苓雅區四維國小五年級 黃依瑄 廟宇修繕

前鎮區瑞豐國小五年級 黃紀螓 採香蕉趣

三民區正興國小五年級 葉佳葳 廟會

三民區三民國小五年級 張珺崴 夜偶戲，真有趣

三民區三民國小五年級 曹洋溢 阿奈の店新開張

三民區光武國小五年級 林錦志 陪媽媽逛菜市場

左營區屏山國小五年級 林婷翎 高雄好好玩

左營區屏山國小五年級 李冠毅 老火車的回憶

左營區新民國小五年級 楊雅涵 魚丸攤

左營區福山國小五年級 蔡涵存 田園採果樂

阿蓮區阿蓮國小五年級 梁宇彣 豐收的日子

楠梓區加昌國小五年級 詹佳縉 八家將

小港區鳳鳴國小五年級 洪玉宗 公園裡的大樹

鳳山區鳳西國小五年級 王騰緯 辛苦工作的人

鳳山區新甲國小五年級 吳宇侑 日常的美術課

鳳山區過埤國小五年級 翁睿承 齊天大聖孫悟空

鳳山區中山國小五年級 蕭宇安 舞龍

鳥松區大華國小五年級 游凱馨 婚禮盛宴

鳥松區鳥松國小五年級 王宥昕 機器人博覽會

鹽埕區忠孝國小五年級 金佑澔 古宅

鼓山區鼓岩國小五年級 賴俊承 鳳梨園

前鎮區民權國小五年級 侯昱岑 鹿港老街

前鎮區光華國小五年級 陳孟欣 請給螢火蟲一個家

大寮區大寮國小五年級 朱益均 想像中的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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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區岡山國小五年級 蘇俞安 魚市場

新興區大同國小五年級 蔡筱琍 去廟裡拜拜

新興區大同國小五年級 王韡霖 排灣族結婚典禮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吳唯睿 輕航機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鄭芷昀 燈籠大師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許維玲 原住民雕刻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張銘禎 鹽田風光

新興區七賢國小五年級 鍾佳晏 廟宇石獅

新興區七賢國小六年級 陳抒玗 古老的街巷

鳳山區文德國小六年級 王語琪 肉身邯鄲

楠梓區右昌國小六年級 柯奕安 採蕃茄

苓雅區福康國小六年級 洪子媛 養蚵人家

左營區新民國小六年級 陸筠縉 採買年貨

左營區新民國小六年級 魏芊侈 悲慘世界

左營區文府國小六年級 黃峻輊 燒王船

左營區文府國中七年級 李家芃 萬聖節派對 

左營區文府國中七年級 張逸絜 花鏟物語

鳳山區五甲國中七年級 郭姵廷 生活叢林

鳳山區福誠高中(國中部)七年級 朱立瑄 等待

鳳山區鳳甲國中七年級 王新寧 八家將

路竹區路竹國中七年級 劉　擎 卡打掐迺漁港

小港區明義國中七年級 吳茵柔 菩薩

小港區小港國中八年級 謝家蓉 龍虎塔

小港區高餐大附中八年級 蘇凡語 蘭嶼風情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部)八年級 簡妙真 逃！ 

林園區林園高中(國中部)八年級 吳佳郁 天啊！糧食危機

岡山區嘉興國中八年級 孫柏智 陰森的森林

前鎮區獅甲國中八年級 許育銓 夢幻的森林

鳥松區文山國中九年級 林塏佲 孔廟

屏東縣

千葉幼兒園 鄭羽晴 快樂鋼琴家

育仁幼兒園 吳靖涵 快樂過新年

里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莊于晴 原住民跳舞

里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明俊 爸爸載我們去上學

建興國小一年級 龔庭鋒 I am pretty girl

康榮國小一年級 邱詩勛 跟大魔王爸爸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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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小一年級 郭祐瑜 大龍蝦

中正國小一年級 許佳禾 做運動

中正國小二年級 吳宥承 過年真熱鬧

中正國小二年級 吳宜倢 快樂上電腦

中正國小二年級 高子宸 動物園樂趣多

豐田國小二年級 柯允丰 我在刷牙

里港國小二年級 馬紹睿 觀察鍬形蟲

烏龍國小二年級 周承佑 東港迎王

復興國小二年級 康庭毓 用起司蓋的房子

東隆國小二年級 王子澤 烤玉米

東隆國小二年級 孔韓媜 游泳

東隆國小二年級 李士朋 清境綿羊秀

東隆國小三年級 賴湘宜 慶祝2016嘉年華會

東隆國小三年級 王祉棋 善神惡神出巡遶境

東隆國小三年級 陳亭伃 COOI-FASHION-SHOW

里港國小三年級 馬紹傑 農田寫生

僑德國小三年級 王昀蓁 歌仔戲

民和國小四年級 林子瑄 賣春聯

中正國小四年級 蘇彥榤 豐收

佳冬國小五年級 高愛棠 補網

東隆國小五年級 黃羽岑 下戲二三事

東隆國小五年級 伍昱銨 黑珍珠盛採的季節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六年級 張芸慈 東港鮪魚祭

大同高中國中八年級 李育翔 甜蜜綿延

 

臺東縣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紫珊 爸爸送花給媽媽，真開心！

三和國小一年級 呂宗諺 海底嘉年華

成功國小一年級 楊雅筑 舞獅

光明國小一年級 梁旂嘉 潛水

東海國小二年級 吳文禾 打水仗

東清國小二年級 謝昱崴 大海與勇士

富山國小三年級 陳昱安 自畫像

成功國小四年級 洪世傑 鱷魚

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四年級 葉晉安 勇者的故事─翁山蘇姬

新生國小四年級 蔡棠茹 原住民女孩

新生國小六年級 劉宇桁 聲援地球救救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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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鳥國小愛國埔分校六年級 周佳怡 vuvu說故事－百步蛇護蛋

寶桑國中八年級 鄭鈞憶 珍惜水資源，愛護生態環境

關山國中九年級 謝宗霖 豐年祭

   

 

花蓮縣

花蓮市立幼兒園 張聿伶 參加婚禮

親親幼兒園 陳孝峻 恐龍化石

立德幼兒園 鄧閎至 京劇

健心幼兒園 蕭苡庭 美麗的花

中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柳宇翔 巫婆

北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　馨 看京劇表演

北昌國小一年級 劉姵瑩 採草莓

明義國小一年級 黃琳恩 送月亮禮物

明義國小一年級 張芝涵 玩水趣

明義國小一年級 吳家穎 好玩的大巨人

明義國小一年級 程心叡 向日葵

中原國小一年級 吳宥竹 跟媽媽買菜去

中原國小一年級 王芃鈞 吹頭髮

中原國小一年級 陳治衡 火車

中正國小一年級 賴冠叡 鴕鳥

中正國小一年級 林晨理 採草莓

中正國小一年級 周妤亭 吹手風琴的人

中正國小一年級 古浩廷 找月亮

稻香國小一年級 洪昌佑 舞龍舞獅

稻香國小一年級 黃宇慈 溜冰

鑄強國小一年級 賴可霓 摘椰子

海星國小一年級 江承鴻 可愛的恐龍

海星國小一年級 張巧甯 稻草人

海星國小二年級 黃玉涵 巨人

海星國小二年級 巫宇禾 拜佛

明義國小二年級 黃瑞妤 長頸鹿

明義國小二年級 張登富 煮飯的爸爸

明義國小二年級 干佳岑 辛苦的礦工

中正國小二年級 黃思瑜 下雨天

中正國小二年級 李偉誠 賞櫻

中正國小二年級 賴　璇 大佛

中正國小三年級 黃建橙 採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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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小三年級 郭芮竹 辛苦的媽媽

中正國小三年級 游巧羽 到廟裡拜拜

中正國小三年級 陳禹安 採鳳梨

中正國小三年級 呂宥萱 踢足球

中原國小三年級 吳祐家 到廟裡拜拜

中原國小三年級 洪湘芸 捕魚趣

東華大學附設國小三年級 徐翊齊 划木工人

明義國小三年級 古哲翰 玩水

明義國小三年級 游芷芸 舞龍舞獅

明義國小三年級 楊賀鈞 到蘭嶼旅行

明義國小三年級 楊富翔 幫助老人

明義國小三年級 梁堉倫 抓螃蟹

明義國小三年級 蔡宛湞 媽媽煮菜

明義國小三年級 辛雁婷 洗澡

明義國小三年級 吳佳君 打羽球

明禮國小三年級 田云馨 洗頭髮

明禮國小三年級 林昀珊 爺爺彈吉他

海星國小三年級 趙育姍 送太陽禮物

海星國小三年級 胡佑實 跟爸爸吹頭髮

北昌國小三年級 黃思旻 騎單車

忠孝國小三年級 蘇敬謙 京劇

志學國小三年級 施得瑩 地震來了

志學國小三年級 陳愷振 熱鬧的夜市

明廉國小四年級 盧晏穎 礦工

中原國小四年級 陳玟廷 下棋

中原國小五年級 蔣宜佐 萬能車

中原國小五年級 張宗閔 採草莓

中原國小五年級 楊佩宸 暑假時光

中原國小五年級 王之諠 賞鯨趣

中原國小五年級 吳芃諭 採草莓

中原國小五年級 汪芊菀 採草莓

中正國小五年級 陶立禎 修廟

明禮國小五年級 許恩昕 貓頭鷹

明禮國小五年級 戴可威 螞蟻世界

明義國小五年級 王昱棨 泛舟

明義國小五年級 方昱芯 打籃球

明義國小五年級 潘昱睿 爬山

北昌國小五年級 黃悅媗 送月亮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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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仁國小六年級 傅郁雯 假日時光

中原國小六年級 孔維安 稻草人

     

金門縣

金城幼兒園 許爾深 忙碌的工地

  

連江縣

東莒國小幼兒園 曹浩喆 天馬行空

介壽國小一年級 張睿軒 學校裡的工地

中正國小三年級 張永熹 全家去釣魚

介壽國小五年級 陳廷瑀 拔河比賽

敬恆國小六年級 陳秉宏 晚安，青帆港

東引國中八年級 曹秉軒 賣魚販

  

集體創作

基隆市

長興國小二年級 陳仁和 簡佑睿 王詮尹 街道

新北市板橋區

板橋國中七年級 王維婕 張芷瑜 林楷翔 廟會

桃園市桃園區

中山國小六年級 吳育誠 陳裕塏 洪耀恒 洪榕駿 我的家鄉我的情

臺中市大里區

永隆國小六年級 馮欣儀 廖婉廷 翁韻涵 蘇子容 熱鬧的原民喜宴

南投縣

炎峰國小五年級 張瑜恬 陳怡珊 巫禹諴 陳冠呈  恐龍化石展

屏東縣

東隆國小六年級 陳昭穎 洪玄慧 吳昀宸 李欣容  夜訪貓頭鷹

東隆國小六年級 陳忍鴻 王哲昇 洪靖瑄 鄭宗哲  觀賞迎王平安祭典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