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第1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陳星宇 沉墨．沈默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陳儀樺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家雯 暮色尋幽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蔣妤婕 鹿．境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陳儀樺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鄭彩楹 阿勃勒盛開時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陳怡婷 人間有憶是清歡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陳儀樺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林書妍 桂夫人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陳儀樺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蔡依倫 古城月色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張鈞皓 築夢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陳儀樺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呂怡靜 雨中依舊著繁忙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蔡譯萱 威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陳儀樺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許慈量
如果有一天，手
不見了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陳儀樺

第1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鄭安妤 迎媽祖報平安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宣恩 百花伊人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楊雅雯 鳥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戴君澔 靜謐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曹庭甄 無聲的嘆息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吳翎瑜 紫下的愁思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高中部 普通班 高一 普通班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蔡品瑄 暖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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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佳臻 獵人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周品妍 更迭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1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楷倫 寵物美容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涵容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孟慈 美味的粽子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涵容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高敬堯 採香菇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宋宥臻 快樂趣玩水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稚媗 編竹籃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簡瑜萱 曬米粉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采妘 紅樹林的招潮蟹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余俊潁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右倫 潛水員和獅子魚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余俊潁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琬喻 抱貓咪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余俊潁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王芊涵 荷花
新北市五股區更
寮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郭芷宜 廟會真熱鬧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榮敏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柏翰 一起吃螃蟹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蔡幸如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洪暘恩 賣海鮮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睿庭 廟頂修繕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周宛瑩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劉妍樂
門庭若市的裁縫
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品瑄 池畔聚會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家銘 白鷺鷥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敏哲 菜市場的烤玉米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高葆光 恐龍展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連振宇 雞舍裡的白寶石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徐紹齊 歌仔戲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三年級 莊秀卿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鈿恩 摩托車急救站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莊蕙宇 GO！GO！足球員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1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秉宴 我當姊姊了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林涵容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宥瑄 萬壽果實
新北市新莊區頭
前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俐淇 漁獲豐收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尚容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姵蓉 熱鬧的廟會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光漢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莊芯瑜 把我帶回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林涵容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鈞甯 好吃滷味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邱奕綸 生存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漢昇老師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靖妍 可愛的蕉農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3班 李宏輝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宥齊 美好回憶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周彥光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宸芸 原住民木雕展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子卉 火龍果豐收祭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鈞傑 豐收的筍農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六年級 普通班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戴雅勻 螢光閃閃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靜雯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蔡岑蓁 中元普渡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宗翰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詠帆 撈蝦兼洗褲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王雅萍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浿瑄 早餐店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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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建欣 養鴨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芊晴 阿布達比之旅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陳怡儒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洪玟佳 花團錦簇
新北市新莊區國
泰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吳沛妤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寀箐 玩美髮型
新北市新莊區興
化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陳惠貞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永霖 木雕師傅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宜嘉 陽明山賞櫻趣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蔡姵均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芷妍 七彩燈籠高掛著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湘樺 流浪貓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劉盈君
第1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駱凱原 捕捉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柏綸 悠閒時光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葉曜宇 粽香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余易晉 佛光普照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彥伶 孤寂的雨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守恩 歸巢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范妤涵 自由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林佩儒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許珈瑜 兒時記憶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謝明峻 漁港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以儒 鬥豔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聶謙謙 清夏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立 天際行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楊佳偉 浮生之夢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第1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邱繼弘 逝去的年華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張素連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蔡佩妤 最後的棲地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2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孟婕 鄉村角落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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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蔣昭佑 貓頭鷹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楊茜惠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棨歆 舐犢情深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第3名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郁庭 可愛的寵物們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邱怡綾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祖源
水族箱裡的下午
茶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芷伃 拜拜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李品橋 原住民之美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亭儀 關公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李俊緯 休憩的工人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王羽喬 希望
新北市立五股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郁梅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梁舒婷 漁港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子芸 九份情懷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黃秋芬

佳作 水墨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戴莙朋 童年回憶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吳佑珠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祥安
你的一指，牠的
一生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趙品寧 死亡的路口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高振翔 酒鬼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劉子嘉 慢性殺球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謝明蓉 殺魚來了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王怡婷 犧牲與建設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鄭可唯 企鵝的呼喊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古淑美 AI科技來臨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游淑靜 地球暖化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楊亞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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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蔡知耘 Chih‐Yun
Kate Tsai

沉隱 Drowned in
Addiction

新北市華美國際
美國學校 普通班 高一 Bronwen Shelwell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李思嫺 反毒小遊戲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高奕加 無限循環？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柏宇 酸民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莊鳴鳳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于馥甄 一飲而盡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洪千涵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賴芷亭 The Dream Travel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吳冠霖 回憶史詩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揚竣 新聞報真假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尤瑄瑄 真心話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鄒懿 嚮往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普通班 吳秀倫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吳函凌 向慕夏致敬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徐可容 向慕夏致敬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芯妤 向慕夏致敬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吳慧鈺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張芮瑜 向慕夏致敬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吳慧鈺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丁玠勻 向慕夏致敬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吳慧鈺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李維馨 彩色世界真奇妙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范以玲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云喬 修補地球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余俊潁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丁品涵 與神同刑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凱葦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楊岢澄 叢「心」開始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曾心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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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秉哲 滅蚊我最行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芳玫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尹萱 一起樂賞蝶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淨涵 塑誰殺了牠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沛芸 我是小眼睛專家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筱曼 深埋的真相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杜尚宸 霾害三生三世 丹鳳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陳宛榆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芯瑜 蝶花絶美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呂浚銨 原住民之美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簡妙倩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威霆 洋樓巡禮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王淑玲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佳宜 花之語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姸元
步步高升‐虎頭鞋
特展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李曉蘭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宇彤 蝴蝶飛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王欣湄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湘庭
熊ㄘㄨㄚˋ地球燒
燙燙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周靖國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廖婉茜 玻璃窗鳥擊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君瑜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嫚芸 金山蹦火仔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君瑜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蕾恩 遞球‧地球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君瑜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品蓉
淨灘淨地，同心
協力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劉品嫻 琴韻聲揚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謝郁巧 夜行性動物影展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譚文昀 恐龍化石展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李苡熏 愛上向日葵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洪妍溱 窒息的海洋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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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子綺 減塑救海洋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鄭淑君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芯瑜 名畫瘋自拍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王婕嫣老師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怡真
原織原味「逗」
陣來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靜雯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沈鈺翔 泣塑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黃雅雯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戴妤宸 舞動世紀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戴妤祐 菸菸一息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佑慈 別讓北極熊消逝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楊沛蓉 青春「毒」奏曲 丹鳳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朱君儀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清棣 反噬
新北市五股區更
寮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方心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鍾昀 瓶瓶罐罐
新北市私立聖心
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吳嘉峯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巫偲伃 魚兒不見了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柏璋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馮渝安
拒絕「吸」牲,
「管」好自己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靜雯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宋婕妤
未來,還年年有
「魚」嗎？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姚宜鈞 愛地球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姿瑀
石獅節‐咚嗆文化
季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林曉薇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毅愷 影子秀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寀箐 國際童玩節
新北市新莊區興
化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陳惠貞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蔡昀倫 無恐不入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黃烽哲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信廷
科技創新.串連未
來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尚容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首鋒 反毒秘笈五式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尚容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姜汝渟 我不吃「塑」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尚容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徐畇珊 爬樹大賽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宥縈 昆蟲特展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宜庭 臺灣特色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石宏彬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元駿
福爾摩殺‐‐消逝中
的美麗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莊雍和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侯誼甄
菸菸不熄生命終
息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韓佳陵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張雅甄 環保時尚在台北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楊麗珠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謝榕恩 醉機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韓佳陵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許希聆
語言是最殘酷的
暴力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韓佳陵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心妤
求救訊號你看見
了嗎？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韓佳陵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李佳蓉 還給他們一個家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李以新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賴靖蓁
菸菸不熄奄奄一
息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佩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曾鐘萱 醉危險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李冠瑢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思樺 圾˙香˙味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楊麗珠

第1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楊采羿 好綠蛙蛙來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陳綺徽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靜瑩 臺灣特有種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王嘉玲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許依淳 智慧機器人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陳綺徽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聖涵 消失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綺徽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丰青 無塑救美麗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陳綺徽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江心晨 菸煙一熄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徐瑋岑 臺灣特有動物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西區 曾翊珊 別讓3C誤3事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邱惲詠
酒後上道，死神
隨到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楊惠珍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謝沛璇 2019保育系列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陳綺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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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奕璇 原力覺醒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韻涵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宗翰 Who is the player?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劉承澔
今天你吃「塑」
嗎？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第1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浩存

別遺忘了那些屬
於你回憶的一部
分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曾己議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蔣妤婕 致．青春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郭芷姍 生命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丞晉 重生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曾己議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蘇瑋萱 我看不懂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汪子凌 囚咎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金姵妤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古淑美 青春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葉松森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祥安 城市一隅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鄒松鶴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黃皓羽 逝去的事物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鄒松鶴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林幸儀 戲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曾己議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呂怡靜
明天．從等待開
始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金姵妤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洪子翔 時刻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金姵妤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蔡譯萱 重生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曾己議

第1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芸安 技藝．記憶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柔安 海神的恩賜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張惠美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施晏婕
懸在心頭上的期
盼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葉昱萱 童年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羅恩立 時間。生命
新北市立林口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科 游梅嬌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柯品伃 海底烏托邦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季芃槿 束縛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二年級 李佳育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崴 Tropical Paradise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莊鳴鳳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褚蘊誼 浪浪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黃薪瑜 奼紫嫣紅開遍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普通班 吳秀倫

第1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楊佳偉 熟悉的味道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第2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黃詠忻 打造璀燦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第2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駱凱原 時間的樣貌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莊雍和
第3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元駿 祈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第3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劉鴻毅 對峙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第3名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聶謙謙 破曉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怡勛 雨中街景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佩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凌儀 香火鼎盛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庭薇 午後的寧靜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柏綸 木雕師傅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趙子儀 街景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賴芊蕙 祈禱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鄭謹德
佳作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葉曜宇 熙來攘往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莊雍和

第1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鄭亞琳 神祕房間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第2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祖源 雨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第2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虹霏 雨季的故事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3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蔣尚誠 市井生活 林口國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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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西區 朱星柔 雨夜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張美映

第3名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榆涵 馬來製炭工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魏子傑 溪遊 林口國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賴韻竹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楊睿庭 幸福的日常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蔡佩妤 部落印記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翁湘庭 畫臉的老人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蔡宥嫺 茶鄉
新北市立五股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林麗英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蘇辰怡 致：無名英雄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張倩菁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劉景閎 拾荒者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張聿琦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梁舒婷 船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宇傑 公寓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李淑瑤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趙呈杰 夕暉.野影.紅樓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顏孝伃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宥仁 海鮮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洪惠黠 Past & Past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奕翔 風華再現 義學國中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楊雅筑 蘭嶼之美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鄒松鶴
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趙品寧 思考？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美工科 鄒松鶴

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林書妍  駝背矯正紀錄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洪千涵

第1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王博玄 淪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羅俊強

第2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劉智瀚 新增標題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張瑞曼

第2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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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班 高一 Bronwen Shel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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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戴君澔 聯繫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無

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楊巧琳 無助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莊鳴鳳

第3名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柯品伃 闊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黃麗蓉
咆哮靜謐中的消
逝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莊鳴鳳

佳作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莊婷 鬼神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1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彭珮緁 跳舞的仙女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陳怡儒

第2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賴宥廷 我的動物狂歡節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范以玲

第2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李金鴻
上課冥想－水中
游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范以玲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宇安 我的同樂會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三年級 黃敏菁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莊蕙宇 菜園生態觀察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陳苾文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品妍 文化之旅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吳瑞巧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余亦 獨特的貓頭鷹
新北市泰山區明
志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慧雯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秉岑 奇蹟之島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三年級 黃敏菁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董譽菲 馬戲團怪客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洪誥志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竣杰 還我家園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曾心妘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亞庭 豬爺爺發紅包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游成歆 投籃趣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何玉萍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徐愷言 上學趣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劉芮君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寶帝 龍的傳說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怡儒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宜靜 玩具家族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羅珮珊 原住民物語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陳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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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梓亘 阿嬤ㄟ紅龜粿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第2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思辰 市場一隅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第2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瑋翎 金山蹦火仔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宗翰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佳銓 捏出鄉土情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幸儀 貓實驗室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昭岑

第3名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雨芯 阿公的理髮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怡儒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睿恩 我的夢想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楊沛蓉 烏金來了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靜雯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筱晴 暗夜的花香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運義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柔沂 夢想西班牙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陳怡儒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彭珮嘉 來逛西門町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劉芮君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茹瑄 早餐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怡儒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澤暐 龍中之柱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邱于恩 昆蟲同學會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雨珊 心平氣和 麗林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林麗芳
第1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盧韻方 織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第2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郭千嘉 衝突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第2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李善愛 望、忘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蘇芷宣 毒的循環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彭若儀 更迭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葉姵辰
52赫茲．寂寞的
歌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七年級 莊雍和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海祥 城市遊樂園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七年級 陳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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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許甄 海底災難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佩怡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江振弘 無生命讀書法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佩怡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妤柔 甜點之旅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凌儀 日新月異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邱子庭 異想天開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吳培維 洄瀾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簡羽彤 後臺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游承瑾 新棄機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晨恩 枯竭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第1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鄒定穎 地球浩劫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邱怡綾

第2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沈雨貞 奇幻夢工廠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2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楊舒晴 娃娃屋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楊佳萱 警告與誘惑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洪明凱 熱忱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陳綺徽

第3名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游成邑 黑手的辛勤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邱怡綾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徐位懿 雪狼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杜宜蓉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語昕 巢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王品翔 游、離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邱怡綾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莊晟逸 人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吳佑珠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蔡昀潔
未來的我會如
何？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李柔萱 藏族小孩的夢想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普通班 吳秀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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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張鈞皓 夢遊天姥吟留別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陳儀樺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葉馨鎂
錄王維王之渙張
繼杜牧詩四首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廖玟妤 李商隱無題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陳儀樺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郭子嫺

錄李白賀知章白
居易王之渙詩四
首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賴姿伶 心經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陳儀樺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蔡文媛 朱熹觀書二首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陳儀樺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黃品瑄
錄杜甫劉方平顧
況劉禹錫詩四首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周勝源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蘇瑋萱 神光寺看碧桃花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陳儀樺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陳星宇 秦觀鵲橋仙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三 陳儀樺

第1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鍾昀倫 金農集自序
新北市立林口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科 游梅嬌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張宇霆 白居易詩選二首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宣恩 周邦彥蘭陵王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芊妘 集趙之謙佳言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陳儀樺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雅菡 臨江仙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陳儀樺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徐劭霏 許用晦詩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劉鎧瑜 宋詩四首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1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詹珈瑜
宿業師山房待丁
大不至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汪彥璋

第2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許哲豪 唐詩乙首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2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玳瑜 韓翃詩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明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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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亞璇 山居秋暝 丹鳳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賴美如

第3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艾琳 唐詩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3名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昱榛 宋詩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王柏宸 山居秋暝 丹鳳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賴美辰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凱富 雷震(村晚)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馬順恩 常建的泊舟盱眙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曾鉅峯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芸柔 杜少陵詩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明享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朱梓瑜 送魏萬之京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春蘭
佳作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洪溱淇 山居秋瞑 麗林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劉明津
第1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芯瑜 宗梅堯臣東溪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第2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翔立
張九齡秋夜望月
詩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汪彥璋

第2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立蓁 杜工部閣夜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汪彥璋

第3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洪品儀 劉長卿詩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林明享

第3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思彤 節錄金山觀月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汪彥璋
第3名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簡嘉孜 集唐詩七絕二首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汪彥璋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柚榛 錄唐詩二首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雨陞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牛郁翔 無題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江明珠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琮恩
劉滄題桃源處士
山居留記

新北市泰山區同
榮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曾鉅峰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何冠德 登樓
新北市泰山區同
榮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許光典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許弘侑 陸游遊山西村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劉彥汝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詠帆 秋日偶成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林欣穎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詹婕安 歐陽修詩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林明享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花暐涵 李白詩兩首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林明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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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宥睿 登樓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呂裕仁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原端 唐詩二首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董立揚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蕭均竹 春日登金華觀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汪彥璋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若同 題李凝幽居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霈晴 李商隱.無題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吳勝揚

第1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于子倢 古詩一首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2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吳子肙 詩一首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2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賴芊蕙 李白詩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洪千珈 朱熹 觀書有感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七年級 陳章甫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吳政哲 詩詞兩首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章甫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蕭子涵 唐詩兩首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邱欣

佳作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洪苡家 古詩一首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佳作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楊心宇 唐詩兩首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蘇容萱 李商隱詩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九年級 邱欣
佳作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侯誼甄 唐詩兩首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邱欣
佳作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彭若儀 唐詩兩首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邱欣

第1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呂淇安 東郊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第2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西區 薛筱臻

江洲重別薛六柳
八二員外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翁佳弘

第2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許鈞惟 唐詩二首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張素美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胡博堯
江州重別薛六柳
八二員外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信安 節錄書論佳言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第3名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施宇鴻 閣夜詩
新北市立頭前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吳佑珠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蕭舜丞 李白(清平調) 林口國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無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崔馨予 唐詩兩首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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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容華 陸游夜吟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許鈞甯 陶淵明歸園田居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王嘉玲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呂冠潔 錄書學佳言一則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蔡孟錡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吳昱慧 夜雨‧梅花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何湘琦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凱雋 岑參和詩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陳綺徽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張瑜熙 王昌齡出塞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綺徽

第1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李芷綺
下次我一定會更
努力的！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許閎翔 霸凌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黃品瑄 辛酸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一 金姵妤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郭子嫺 困頓與希望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葉馨鎂 夾娃娃成癮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劉子嘉 眼見不一定為憑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劉昀臻 面具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蔡依倫 憂鬱的海洋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鄭可唯 父母的期望 智光商工 美術班 高三
多媒體
設計科 楊惟玲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新北市 江羽葦 碎夢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美術班 高二 金姵妤

第1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鄭安妤 海鬱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揚竣 二個世界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林珈岑 作繭自縛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二 普通班 吳秀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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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柏劭 機不可屍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無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吳依儒 壓力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黃琨棟 寂寞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無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蔡依彤 中美貿易擂台

新北市立林口康
橋國際高級中等
學校 普通班 高一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高郁閔 控制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莊鳴鳳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陳芷葳 反撲
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一年級 莊鳴鳳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詹鈞提
不是她也不是他
的它

新北市立新莊高
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陳儀樺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李家榛 窒息的平衡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一 普通班 吳秀倫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郭天怡 暴．麗
新北市私立聖心
女子高級中學 普通班 高三 普通班 吳秀倫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吳函凌 向家暴說不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張以牧 吸毒的下場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張芮瑜 校園毒瘤要根除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芯妤 跟毒品說不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丁玠勻 無底洞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1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瑞宇
危險！前有低頭
族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靳閎原 恐龍大戰
新北市林口區頭
湖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金倢妡 台灣諾亞方舟2.0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瓅勻 地球大汙染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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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丁品涵 燒番薯!燒!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凱葦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媃亘 你也在流浪嗎？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君瑜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徐子紜 動物大反撲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周孟萱 人鮮迴轉壽司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李宇桐
點心是減肥的敵
人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王婕嫣老師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李少軒 機器人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9班 張勝凱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云喬 機器人媽媽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余俊潁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郭芷宜 污賊車真恐怖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榮敏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廖禾鈞 嫦娥也受不了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妤潔 繳不完的帳單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余品諠 家中搗蛋鬼
新北市林口區頭
湖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柯程赫 歡樂搭捷運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家稘 海底新樂園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曾心妘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賴宥廷 神明心事誰人知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范以玲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劉妍樂 萬能媽媽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勝吉 進擊的鳥人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蔡秀佳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沛穎 台灣水果好好吃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柳道明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旻恩 環保的重要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翁秀菁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蕭敬耕 恐怖海洋館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李秀君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言睿 動物也瘋狂
新北市新莊區興
化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惠貞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賴佳嘉 路殺石虎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君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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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沛宸 幸福的時光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田祐睿 能為地球做的事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羅翊菱 團圓？ 麗林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第1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周士禎 一氧化碳之死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洪若伊 最毒的晚餐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洪于婷 黑心老闆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六年級 吳慧鈺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佑珊 下一秒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王俐仁 謀殺海龜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第1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趙悅廷
聖女貞德：「禁
止自拍棒！」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王婕嫣老師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温鈺潔
不要再讓媽祖酷
酷嗽啦！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王婕嫣老師

第2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子硯 陪伴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鈺婷 塑命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林涵容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子綺 拯救蜜蜂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鄭淑君

第3名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丁采昕 現化晚禱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凱葦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洪品瑜
You are what you
eat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周怡吟老師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薛宇喬 科技牙醫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1班 常國勳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韋伶 吶喊又淹水了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8班 林正餘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詹惠晴 海底的夢魘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6班 郭旻昌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毓晏 拒絕語言暴力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余俊潁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傅紫媗
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垃圾島)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梁皓喆
酒後駕車，小心
死神找上你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蕭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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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郭侑恩 環保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六年級 普通班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妮穎 考試怪獸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宗翰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少廷 毀滅倒數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靜雯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傅顗臻 海底另類葬禮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芸萱 新潮流神明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佩諭 還我乾淨的空氣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雅汶 別再餵魚吃垃圾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蔡秀佳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宥睿 接殺出局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蔡秀佳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佳俐 我的夢境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陳慧娟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潘佳瑤 妙鼠移動城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怡儒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楊士毅 危機下肚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慧娟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羽廷 紙牌的秘密
新北市新莊區興
化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惠貞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梓嫺 抵抗毒品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黃烽哲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顏昭榕 拜金網美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黃烽哲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姜汝渟 自由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蔡尚容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佳錡 玩命關頭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柔尹
杜絕網路氾濫言
語霸凌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芸沄 課業壓力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何采蓁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東諺 超速害人害己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林佩玉

佳作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中恆
與神同行~最終審
判 麗林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唐麗珠

第1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倪娸榕 衝擊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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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葉光祐 不浪費食物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盧玫竹

第2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盧韻方 博愛座．誰能坐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林竹萱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于子倢 鯨奇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鉦曈 珍惜食物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劉語歆 「盲」碌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黃旻雁 網路成癮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八年級 陳佩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彥伶 教育方針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鄭鈺樺 川金之戰
新北市立泰山國
民中學 美術班 九年級 陳佩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駱偉恆 壓力山大 福和國中 美術班 七年級 莊雍和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楊榮歡 網路轟炸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蔣佑翔
老街快不老街了─
娃娃機入侵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李冠瑢

佳作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蕭子涵 現代趨勢 福和國中 美術班 八年級 林竹萱

第1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曾馨頨 迷幻於虛擬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洪淑貞

第2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李品橋 困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第2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以柔 沉重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陳綺徽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周采蓉
升學壓力下的幻
想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陳威達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施欣妤 網禱
新北市私立恆毅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第3名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楊欣恩 貧窮的夢想
新北市私立醒吾
高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普通科 蘇慧純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吳秉翰 就是要打卡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田倪嘉 是誰把我綁架了
新北市立中平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丁慧欣 海洋垃圾大豐收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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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致澔 滿街的章魚
新北市立五股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九年級 林麗英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筱鈞 梵谷也哭泣
新北市立五股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管秋菊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西區 張哲睿 危雞下肚

新北市立崇林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欣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莊詠竣
還給我們原本的
海洋

新北市立新泰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呂靜娟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詹舒羽 埃及古文明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顏鈺儒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歆倫
天天吃油炸，身
體會爆炸

新北市立新莊國
民中學 普通班 八年級 黃姵菁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林哲寬
21世紀嘉得島星
期日午後

新北市立福營國
民中學 普通班 七年級 陳綺徽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李菁 沉重的書包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冠宇 台北嬉遊記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黃景淵 旅行的美好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威諺 絕望瞬間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 普通班 七年級 普通班 王佳琪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王立騰 3C的誘惑 義學國中 普通班 七年級 侯明雲

第1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宥廷 籃球比賽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許祐銨 和螞蟻的對話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杜菀芹 家庭理髮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張以牧 吃飯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蔡詩渝 露營活動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四年級 江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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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秉叡
香火鼎盛的文昌
廟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施安琪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謝秉哲 運動樂活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芳玫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奕翔 西門紅樓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李慧茹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稟涵 去廟裡拜拜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張儷齡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劉立晴 豪華饗宴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陳韋潔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王昱翔 飛岩走壁蜘蛛人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周楷寧 清涼一夏 丹鳳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陳宛榆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韶毅 跳繩比賽 米倉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兵春滿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楊紫云 雲霄飛車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鄧珮欣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詹昀蓁 賽跑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鄧珮欣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泰叡 街景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泓叡 看恐龍展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榮敏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沈毓庭 天空之橋
新北市私立聖心
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李憶佩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妤樺 忙碌的媽媽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宜璇 打太鼓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士軒 壽司師傅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妤芳 賞魚樂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三年級 普通班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吳心瑜 NiKi的娜娜
新北市泰山區同
榮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睿庭 精雕細琢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周宛瑩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呂浚銨 心中的悸動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林涵容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余翊齊 農家樂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郭玉鳳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許芳瑜 百合.花香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宋宥臻 參觀鳥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余盈穎 蟬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方儷憓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古承穎 大豐收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廖梧均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周歆橙 上班趣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潘芝璇 花的大豐收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鄭心甯 夏日潛水樂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蔡涵薇 抓不到娃娃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賴介洪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寶帝 龍的異國之行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王美芳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庭誼 奇幻的旋轉木馬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劉芮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楊騏豪 恐龍展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陳懿芳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畇蓁 戲水樂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劉文悌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廖苡雯 貓頭鷹餐廳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陳羿汎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家銘 做獅頭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邱奕勛 大仙尪出巡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李佳熹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冠儒 企鵝家族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三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郁容 捏麵大師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徐紹齊 清晨的漁港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三年級 莊秀卿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孫睿綸 昆蟲奇遇記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林鈿恩 唉唷，好擠啊！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余承紜
升空吧！熱氣
球！ 麗林國小 普通班 三年級 黃佳蓉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科元 漁獲大豐收 麗林國小 普通班 四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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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妍恩 文昌廟一隅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黃晶翠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李柏威 恐龍大發現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劉俐潔 跳繩真好玩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吳宥璇 宜蘭火車站 米倉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兵春滿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吳欣羽 祈求平安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徐曉慧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賴欣妤 跳舞的女孩們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陳函瑜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邱璿月 香噴噴的玉米 中信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羅紫菁老師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杜尚恆
天佑台灣平安健
康 丹鳳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柯莉芳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蔡侑廷 和爺爺釣魚趣 米倉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許淑華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黃訢 大鳥載我們飛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余俊潁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田家萱 忙碌的美髪店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葉家璞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吳宥潔 快樂的小魚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林東毅 斑馬
新北市林口區新
林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姚盟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謝承融 魚的視角
新北市林口區頭
湖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簡麗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丁子恩 嗨！貓頭鷹
新北市林口區頭
湖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簡麗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家均 舞龍舞獅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蘇柏陵 過火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品中 咖啡廳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一年級 普通班 吳佳霖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楊芳喧 採果樂
新北市泰山區同
榮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董家寧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黃子紜 雨天夜晚的街景
新北市泰山區同
榮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李芷旂 溜冰
新北市泰山區義
學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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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王亮晴 我最愛吃冰淇淋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楊又儒 開心假期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陳子瓔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簡宏哲 未來城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孫寀菲 萬能阿嬤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李淑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李奕緹 煙火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李宛玲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徐筱媛 奧運比賽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柏叡 柿子大豐收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劉星妤 爬竿真有趣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賴湘宜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林昱豪 大象洗澎澎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洪昭岑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林柏均 爸爸和我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陳怡儒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楊千萱 沙漠傳奇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黃晶翠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蕭妤晏 全家做體操
新北市新莊區裕
民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劉雅慧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郭昍智
爸爸和我去看恐
龍展

新北市新莊區頭
前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王郁涵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黃苡家 外星人
新北市新莊區頭
前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二年級 江珮青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胡苡俐 動物天堂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邱奕豐 吃拉麵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歐奕呈 來去看變色龍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家佳 準備開飯囉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一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施承齊 棋樂無比 榮富國小 普通班 一年級 林芙美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陳立榆 一起來玩吊單槓 麗林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鄭採晏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王願澄 蘭嶼‐飛魚祭 麗林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黎恩睿 恐龍歷史博物館 麗林國小 普通班 二年級 無

第1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李宥亞 製作迷宮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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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徐偉哲 美術課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蔡心童 有趣的陶藝課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郭沛辰 彩繪陶偶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卓軒宏 做版畫
新北市泰山區泰
山國民小學 美術班 五年級 張景惠

第1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宋婕妤 汪汪變漂亮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宥瑄 萬烽齊發
新北市新莊區頭
前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第2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澤暐 埃及博物館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黃烽哲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姜智傑 神明繞境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魏伯諺 阿祖的告別式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陳柏璋

第3名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姸尹 樂音飄揚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李曉蘭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曾宏澤 變攝龍 中信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吳振維老師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怡茹 「網」日情懷 中信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李玉萍老師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白亦芯 熱氣球嘉年華 丹鳳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潘昱宏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江心彤 廟會擊鼓 米倉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兵春滿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妘慈 馬戲團
新北市五股區五
股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9班 張江潘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心蘭 原住民兒童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余俊潁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陳思芸 千里眼順風耳
新北市五股區成
州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余俊潁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俊逸 舞
新北市五股區更
寮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方心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沈姿伶 台灣老鼠真享受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郁凱 放天燈
新北市五股區德
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林錦材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何宥澄 夾娃娃機
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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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蘇煜翔 大家一起來看戲
新北市林口區頭
湖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瞳 穿梭大稻埕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五年級 普通班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永宜 拔蘿蔔

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普通班 六年級 普通班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余若寧 阿嬤的裁縫
新北市新莊區中
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傅宇禎 歡喜來扮戲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洪誥志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展玄 下課十分鐘
新北市新莊區民
安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曾心妘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雨璇 辛勞與喜悅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賴怡安 捕魚
新北市新莊區光
華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朱雅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言輔 忙碌的魷魚爸爸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雅汶 森林大冒險
新北市新莊區昌
隆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蔡秀佳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葉柔沂 森林奇遇記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黃新俊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雨芯 理髮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劉芮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紹鈞 木鳥屠城記
新北市新莊區思
賢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莊智惠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洪玟佳 武鳥彩繽紛
新北市新莊區國
泰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吳沛妤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黃柔瑄 昆蟲魚美人 新泰國小 普通班 五年級 黃烽哲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詹郁緹 廟會 新泰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徐畇珊 辦桌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吳芷妍 繽紛夜騎遊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五年級 無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芸沄 漁港 新莊國民小學 普通班 六年級 何采蓁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李翊廷 豐收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劉盈君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謝東諺 小丑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林佩玉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蕭以楨 包子店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無



獎項 第1分類 附屬分類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班組別 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祐瑄 雲霄飛車 榮富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貝望豪
佳作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林易昕 管樂團 麗林國小 普通班 六年級 林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