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余珞熙 失落護「罩」．病毒就到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何佳珍

特優 臺北市 劉姵宜 極地悲歌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蔡杏慧

優等 臺北市 梁堰 雨林的最後一棵樹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Anthony

Galloway

優等 新北市 陳永瑜 阿公和孫子的陀螺大戰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曉峰

甲等 臺中市 謝翼安 數位教學樂趣多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連美惠

甲等 臺南市 陳玥筑 瘋狂旅遊之蘭嶼危機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碧慈

甲等 嘉義縣 許豈浥 誰嚇誰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蘇育萱

佳作 宜蘭縣 吳宜桁 美麗的水族館 宜蘭縣羅東鎮竹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吳佳穎 疫情生活小確幸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 王紀真

佳作 彰化縣 辛紜希 搶救地球 彰化縣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蕭嘉輝

佳作 彰化縣 姚凱琍 悲慘的世界 彰化縣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施佩君

佳作 彰化縣 蕭郁璇 爆炸的壓力 彰化縣溪湖鎮湖北國民小學 李珮甄

佳作 南投縣 洪翊聖 烤肉狂想曲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金鴻黎

佳作 雲林縣 張藝霏 不平靜的地球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張銘龍

佳作 屏東縣 陳奕妍 海底垃圾的呼喚 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民小學 陳韻淇

佳作 屏東縣 林書齊 代課老師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黃岱瑩

佳作 花蓮縣 林昱辰 曾經的福爾摩沙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 李詩云

佳作 基隆市 吳辰晞 消逝的家園 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 黃禮璁

佳作 新竹市 劉恩妍 觀世音菩薩也防疫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國小部
無

佳作 嘉義市 周姵言 罷工的閻羅王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殷凡雯

佳作 高雄市 卓定頡 毒糖盛宴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沈碧玲

佳作 高雄市 黃詩庭 麻辣一家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民小學 劉芮孜

佳作 高雄市 吳柏緯 3C上癮症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陸怡蒨

佳作 高雄市 江芸晞 我的疫外課程 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 陳逸玲

佳作 高雄市 鄭宇晴 暑假快樂遊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學 林雅靜

佳作 高雄市 顏詩蓉 保護＂肺＂呢?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蔡心皓 小小的泡泡有大大的夢想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陳秋紋

佳作 高雄市 盧姿睿 變調的天空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蔡幸君

佳作 高雄市 許又宸 轉學生的視界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 洪品薇

佳作 臺中市 張窈綺 還我清靜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王儷靜

佳作 臺中市 劉品妤 可怕的病毒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蔡羽蕎 鞭策下的愛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葉怡君

佳作 臺中市 武子祺 口罩下的教室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陳宏瑜

佳作 臺中市 龔妤安 疫起逃月球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李宜儒

佳作 臺中市 林芯蕎 外送沒有距離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 邱志坤

佳作 臺中市 黃以萱 書香小宇宙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石彩慧

佳作 新北市 詹軒亦 學生舉重大會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

學小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田常奉
禁塑打包～還我乾淨健康的

環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張燕婷

佳作 新北市 鄭喆予 被手機綁架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蘇品恩 棋『疫』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許淑萍

佳作 新北市 郭昀睿 3C吃到老 新北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 簡逸孟

佳作 新北市 蔡予安 暖化下奇遇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 祝育晟

佳作 新北市 歐彥君 台灣小吃讚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呂玉廷

佳作 桃園市 陳映淮 刻不融緩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古韻琦 最後的晚餐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 陳僾嘉

佳作 桃園市 陳禹心 超「元」氣，書海幻遊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廖淑貞

佳作 桃園市 趙芷彤 高薪打工陷阱多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 李嘉玲

佳作 臺北市 林欣穎 即刻救援,就是現在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何玟慧

佳作 臺北市 張鈞閔 視訊玩很大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黃莉雯

佳作 臺北市 駱勇睿 3C綁架事件 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李美瑩

佳作 臺北市

黃暮暮

Huang

Jacqueline

關懷流浪動物~「浪愛常在」 台北美國學校
Youssif,

Ramses

佳作 臺北市 黃湲玲 祈求疫後燒王船祭典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呂滋益

佳作 臺北市 李可鈞 傷心章魚哥的塑膠之旅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呂滋益

佳作 臺南市 呂沛俞 防疫大作戰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 陳美琪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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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蔡岩軒 中獎了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賴明享

特優 臺中市 王繡綺 你累了嗎?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優等 高雄市 廖翊倫 螃蟹剪斷爸爸的腳毛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李宜芳

優等 彰化縣 王品甯 寵物“豪＂幸福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林晉任

甲等 臺南市 許昕霓 對戰病毒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甲等 新北市 許睫 停課延長-媽咪好崩潰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甲等 臺中市 蔡湙紳 綠鬣蜥不要吃我種的菜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宜蘭縣 葉宇謙 噴嚏病毒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廖慶昌

佳作 宜蘭縣 吳晞言 有拜有保庇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蕭維霆

佳作 宜蘭縣 謝文侑 頑皮的猴子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廖慶昌

佳作 新竹縣 洪翊程 千手宅男看電影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楊曙帆

佳作 苗栗縣 黃子珊 我的防護罩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吳梅瑛

佳作 彰化縣 張荃昊 海洋汙染鯨嚴重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林晉任

佳作 彰化縣 朱倉甫 止戰之殤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賴仲彥

佳作 彰化縣 林沛璇 新鮮直送的媽媽牌愛心便當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賴仲彥

佳作 雲林縣 賴瑀駐 爭氣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陳杏綺

佳作 雲林縣 楊昊騰 媽祖ㄟ遠距辦公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李品融

佳作 嘉義縣 吳宸宇 請戴安全帽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何志晃

佳作 屏東縣 賴薏雯 戶外教育真好玩?!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許修維

佳作 新竹市 許睿洋 尋找巨人守宮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吳旆羽 忙碌的千手觀音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宥翔 霾害人生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羅予妍

佳作 高雄市 吳若菲 不要輸在起跑點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羅予妍

佳作 高雄市 劉侑欣 塑食海鮮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黃筱寧 八仙過海驚險記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郭樂芙 熱斃了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許美蘭

佳作 臺中市 陳培渲 分秒必爭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臺中市 陳宥霖 貓咪大戰甲蟲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臺中市 陳宥嘉 好熱啊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信有

佳作 臺中市 王泳平 3C陷阱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臺中市 朱宸葦 變調的大自然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新北市 徐安 昆蟲專賣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張美玲

佳作 新北市 徐士堯 疫情前後兩樣情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佳作 新北市 鍾昕妍 啊！考試好可怕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張嫚宸

佳作 新北市 黃薇軒 太熱了，自由女神都融化了!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紀孟均

佳作 桃園市 陳海綾 快樂夜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劉詩萍

佳作 桃園市 陳紀勳 販賣空氣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羅兆鈞

佳作 臺北市 盧星彤 病毒殺手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戴貝羽

佳作 臺北市 汪詩庭 不交功課的後果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戴貝羽

佳作 臺北市 洪祈瑒 我的童年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江芳存

佳作 臺北市 林彤 世界末日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江芳存

佳作 臺北市 洪承雅 西遊記與垃圾山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江芳存

佳作 臺北市 陳羿恩 通膨怪獸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江芳存

佳作 臺北市 許晴晴 我們的地球真棒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楊宜璟

佳作 臺南市 陳品彰 阿鳥喂～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陳昫嬡 蚊子拍拍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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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宜蘭縣 陳湲涵 未來的世界遺產?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林珮怡

特優 雲林縣 林沛儒 西遊記之網路迷魂湯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陳進展

優等 基隆市 林科玓 地震巨獸 基隆市七堵區瑪陵國民小學 無

優等 新北市 王思甯 充滿希望的小麥苗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 游琬婷

甲等 臺北市 陳宥嘉 噬心手機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李文秀

甲等 臺中市 陳禹彤 世紀災難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鄭竣文

甲等 高雄市 林佑叡 防鬼出絕招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 羅思傜

佳作 宜蘭縣 劉上齊 不用搶轎，都會保平安!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國民小學 蕭傳宏

佳作 宜蘭縣 王其宥 冷漠的餐宴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吳兩賜

佳作 新竹縣 方欣怡 網路迷失的媽媽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國民小學 何曉雯

佳作 新竹縣 張桓綾 海洋生物的反攻 新竹縣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鍾旻家

佳作 苗栗縣 羅辰翰 龜龜的哀傷 苗栗縣竹南鎮山佳國民小學 林明華

佳作 彰化縣 傅家誼 手機的操控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何茂欣

佳作 彰化縣 張睿芸 宴席上的不速之客?! 彰化縣北斗鎮萬來國民小學 張文雄

佳作 彰化縣 陳宥心 未來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蔡美娟

佳作 彰化縣 張維芝 北極熊悲歌 彰化縣埔心鄉明聖國民小學 王怡方

佳作 南投縣 許方瑜 媽祖佑眾生：疫情退散 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 魏麟霽

佳作 雲林縣 林仕芳 買賣與傷害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林佳蓁

佳作 雲林縣 謝欣妍 科技生活完美人生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國民小學 廖智千

佳作 雲林縣 林亭希 歡迎光臨垃圾塑食店！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楊瑞蓮

佳作 嘉義縣 林佐洹 低頭族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謝碧花

佳作 屏東縣 張秀安 疫情恐慌中的超市特寫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張甄真

佳作 屏東縣 謝沂辰 科技始終來自人的惰性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周士雄

佳作 屏東縣 朱苡瑄 大家「藝」起做防疫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陳政宏

佳作 屏東縣 蔡盷娣  停課不停學家中亂象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黃惠代

佳作 澎湖縣 王孟茹 請愛護流浪的生命 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 呂葦鈞

佳作 基隆市 朱奕臻 黑心工廠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

心高級中學國小部
翁綺苑

佳作 新竹市 葉螢蓁 放學時刻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張毓昀 守護海洋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林育霜

佳作 高雄市 曾晨皓 迴轉壽「師」吃到飽學生方案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劉冠甫

佳作 高雄市 蔡雨芯 演說驚奇記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陳怡孜

佳作 臺中市 吳昀書 垃圾大鬧東海龍宮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 陳盈文

佳作 臺中市 謝友豪 除疫福來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 陳彥瀚

佳作 臺中市 張展睿 拾穗疫情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 廖敏惠

佳作 臺中市 陳浩洋 SOS台灣環境污染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

學小學部
蘇姵慈

佳作 臺中市 張宥絜 可憐的地球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劉郁彣

佳作 新北市 袁卉家 飛魚的「塑」囚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馬慧華

佳作 新北市 黃敬恆 開發山林石虎家沒了！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 黃士豪

佳作 新北市 吳苡甄 海洋汙染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高思婷 熱浪蒸籠包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黃佳純

佳作 新北市 游丹瑜 神先英文進修課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李姿璇

佳作 新北市 陳沛紜 新冠農民曆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張伊君

佳作 新北市 賴唯丞 網路公審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陳莉芳

佳作 新北市 賴唯恩 線上教學好難懂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 陳莉芳

佳作 新北市 藍彩華 神明也快篩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李庭瑄

佳作 新北市 陳韋彤 全球暖化-在熱浪裡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

等學校小學部
賴欣薇

佳作 新北市 郭亭妤 危「雞」總動員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曉峰

佳作 桃園市 季琪鋼 美食悲歌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張雅卿

佳作 桃園市 周嘉臻 現代3C遊記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游裕德

佳作 臺北市 凃乃瑄 疫情之亂
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

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陳以貞

佳作 臺北市 蔡昀沁 塑膠袋烏龜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 蕭一凡

佳作 臺北市 湯頤 無限衝突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 謝孟岑

佳作 臺南市 楊祖函 淡定不淡定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凃建丞

佳作 臺南市 張宸浩 三隻小豬的逆襲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張瓊文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屏東縣 龔珮緹 
地球人禍防制指揮中心記者

會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許修維

特優 高雄市 黃竑瑋 3C禁錮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洪琨祐

優等 苗栗縣 施予禾 如果世界顛倒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温奇才

優等 臺北市 陳品妤 病毒來了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無

甲等 新北市 林星如 最後一滴水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張嫚宸

甲等 臺南市 郭姝岑 小紅帽的反擊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甲等 臺南市 方建鈞 美術館—新冠快篩開獎活動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廖子鈞

佳作 宜蘭縣 李元元 天空之城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葉劍慈 僅存的眼淚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陳韋晴 空氣汙染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苗栗縣 甘溢瑞 食安危機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 戴倩文

佳作 彰化縣 胡育苓 減少塑膠.重視環保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邱麗玲

佳作 彰化縣 鄒豐竹 誰是超級恐怖分子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鄒世麟

佳作 嘉義縣 許弘欣 喝酒開車害人害己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何志晃

佳作 屏東縣 王俞雅 戰火立「碑」者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王明柔

佳作 屏東縣 謝秉諺 疫情蔓延中的中元普渡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林青麗

佳作 基隆市 吳若雅 手機控 基隆市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謝素月

佳作 新竹市 薛宇恬 猛虎上山，矇虎下山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江文晶 「霸凌」！？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何子晴 哭泣的海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曾曉梅

佳作 嘉義市 黃得睿 趨吉逐疫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曾曉梅

佳作 嘉義市 林承翰 海平面上升的世界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曾曉梅

佳作 高雄市 施品睿 智慧人生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陳伯全

佳作 高雄市 張簡芷欣 酒天玄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李欣樺

佳作 臺中市 賴宥阡 嚇(石)死了!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蔡慧瑩

佳作 臺中市 范郁晨 疫苗屏障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蔡慧瑩

佳作 臺中市 李怡慧 動物殺手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臺中市 李怡瑾 垃圾衝浪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臺中市 粘立楷 家暴惡夢家園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臺中市 鄭翔文 預知未來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黃文彥

佳作 臺中市 王喬昱 美味得之不易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黃文彥

佳作 臺中市 葉丞翔 口罩印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邱蘭芬

佳作 新北市 吳宸諭 線上課各顯神功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新北市 曾心怡 諾亞方舟的悲歌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桃園市 陳柔安 十二夜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莊惠怡

佳作 桃園市 陳以芹 最後的晚餐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莊惠怡

佳作 桃園市 藍予岑 線上教學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黃伯思

佳作 臺北市 翁依婕 捷運上的名畫們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品翔 時光機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臺北市 陳頤樂 騎車看手機死神找上門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佳作 臺北市 陳翊 深海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方芊雯

佳作 臺南市 劉家妤 疫檢雙標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吳保慶

佳作 臺南市 張詠涵 網課今昔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蔡宛玲

佳作 臺南市 李彥廷 報復性出遊-衝出國門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廖子鈞

佳作 臺南市 黃玥慈 三隻小豬的3C世界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吳保慶

佳作 臺南市 王奕晴 神明兩樣情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石昕幼 曲終＂人＂散後的PARTY！！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魏利庭

特優 高雄市 王元宗 大戰新冠病毒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

高級中學國中部
呂嘉凌

優等 彰化縣 王啟倫 新冠病毒入侵名畫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無

優等 嘉義縣 林語恩 不要脫口罩很可怕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甲等 新北市 鄭佩雲 科技時代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李佩凌

甲等 臺北市

莊家汯

Henry

Chuang

危機129 台北美國學校 無

甲等 臺北市
黃昀亞 Erin

Huang
後疫情排灣新婚生活日常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宜蘭縣 林芳合 蛋蛋危機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賴靜宣

佳作 宜蘭縣 林沛珊 鯊難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惠菊

佳作 宜蘭縣 陸羿廷 夢靨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陳佳伶

佳作 新竹縣 林秉謙 網課驅妖記
財團法人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小

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葉采蓁 弱肉強食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南投縣 吳若平 櫻花鉤吻鮭的悲歌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張欣穎

佳作 南投縣 邱靖祺 危險降臨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王齡玉

佳作 雲林縣 謝昀蓁 填鴨 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 蔡幸津

佳作 雲林縣 程盈禎 重生之「樂」 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 詹宗達

佳作 屏東縣 楊欣潔 「佔」爭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上智

佳作 屏東縣 邱安妤 上課時光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張昭玉

佳作 臺東縣 詹易融 貪 臺東縣立卑南國民中學 古芝芹

佳作 花蓮縣 林于琦 2048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澎湖縣 方雲芝 疫情下的晚餐 澎湖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郭盈均

佳作 基隆市 簡甫丞 背負(父)與負(父)重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章芯娪 小心疫疫，負重前行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陳怡君

佳作 新竹市 郭定岳 恐龍法官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施鈴容

佳作 新竹市 林佑蒔 金雞蛋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施鈴容

佳作 嘉義市 郭典叡 壞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謝宛倪

佳作 嘉義市 何壹涵 末日悲歌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彭舒渝

佳作 高雄市 李宥霆 「獨」樂樂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盧信惠

佳作 高雄市 王宇晨 「冤」者上鉤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謝秀鳳

佳作 高雄市 林琬庭 虛擬世界騙很大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 王博靖

佳作 高雄市 陳畇蓁 倒影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林君玲

佳作 高雄市 劉冠成 垃圾怪獸的反撲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高雄市 洪子原 隱身書房中的元宇宙賽車手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高夢霞

佳作 高雄市 郭維呈 你撐住，我先走! 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徐銘胤 殘忍的中藥房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國中部 盧怡杏

佳作 臺中市 邱信智 諾亞方舟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劉芊彣 心之所嚮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陳意紅

佳作 臺中市 高知榆 悲傷的童年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冠佑

佳作 新北市 江雨喬 使命必達 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何若渝 甩不掉的誘惑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

學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習墨 癮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麗娟

佳作 桃園市 曾惠君 通貨膨脹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蘇苡晴 虛擬供品心誠則靈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黃立珺

佳作 桃園市 謝函芸 阿嬤憶童年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蔡美如

佳作 桃園市 呂牧蓉 最後的晚餐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謝澤芬

佳作 桃園市 吳凱涵 盛宴 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翁語婕 疫情路上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萬丹雅

佳作 臺北市

曾紀洲

Justin

Tseng

梵谷和席勒的疫家日常 臺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蕭佑予 網路霸凌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黃舒愉

佳作 臺北市 陳郁璇 無WIFI.毋寧死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林書璟

佳作 臺北市 范愷宸 後疫情時代-生命之樹 台北歐洲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周若霖 守護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羅夢婷

佳作 臺北市 鍾羽溱 危機四伏
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

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林盈賢

佳作 臺南市 陳玥吟 全民拍照大亂鬥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中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基隆市 吳語頡 3C魔惑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特優 高雄市 曾詩婷 迷「網」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施瓊斐

優等 高雄市 蔡釉淇 久坐危機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鄭雅云

優等 彰化縣 黃宥程 工廠學校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何欣怡

甲等 臺中市 呂采庭 通勤族華爾滋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劉淑菁

甲等 臺中市 陳旻昕 世紀病毒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郭乙婷

甲等 高雄市 林妤妃 一心「移疫」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施瓊斐

佳作 宜蘭縣 林襄妘 GAME OVER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惠菊

佳作 宜蘭縣 曾意婷 模糊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惠菊

佳作 新竹縣 賴建勛 地球溶化中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葉昀瑄 哭泣的母親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國中部 蕭慧雯

佳作 雲林縣 吳沛昕 兩條紅線，兩個世界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陳盈帆

佳作 雲林縣 李彥勳 累棋之危 雲林縣立東明國民中學 林嘉鴻

佳作 嘉義縣 徐韶婕 還海龜一個乾淨的家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陳香秀

佳作 屏東縣 林玫妤 無法共享的近距離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育婷

佳作 屏東縣 黃承約 剩夏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宛萱

佳作 基隆市 鄭羽恩 生態浩劫誰污染我們的家園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新竹市 張苡嫻 你風電，我迷航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陳孟澤

佳作 新竹市 羅宥昕 疫情下的課堂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江明柔 控思意識生產線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佳作 嘉義市 郭毓菁 方便成為了隨便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佳作 嘉義市 李品毅 禁忌.誘惑.墮落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佳作 高雄市 張卉妤 自作終會自受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丁連進

佳作 高雄市 張薇恩 不要在車上切番茄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子儀

佳作 高雄市 黃揚軒 食在好滋味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成帛罕 統治者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紀瑩

佳作 高雄市 王芷瑜 讀書壓力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施瓊斐

佳作 高雄市 張丞妤 「泣」養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施瓊斐

佳作 臺中市 呂采軒 渴望未來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劉淑菁

佳作 臺中市 張媁媗 虛偽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黃瓊儀

佳作 臺中市 吳侑螢 只要你笑顏開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臺中市 劉庭維 滅絕病毒，健康保固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臺中市 陳姵妤 清明上何塗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維真

佳作 臺中市 郭耿豪 現實與科技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張瑀倢

佳作 臺中市 陳昀熙 吶喊疫情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沛緁 一起「充」吧！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 李翊涵 注意!新時代來臨!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政翰

佳作 新北市 蕭又甄 愛呀～壓死我了!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政翰

佳作 新北市 連昱瑄 長輩悲歌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彭苡恩 線上課的世界 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湯堯鈞 正面對決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林美菁

佳作 桃園市 塗郁嫻 外來八哥叫小賀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許妙馨

佳作 桃園市 陳韋彤 日月更迭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游雯珍

佳作 臺北市 柯蘋軒 各顯神通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尤一棋 網路霸凌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劉家妤 櫻櫻美代子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佑心 為艾蘭而戰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臺南市 陳宥璇 外來種的反撲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歐宛津 海廢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吳政隆

佳作 臺南市 劉富銘 綠能行不行?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涂心華

佳作 臺南市 許定立 美術館驚魂記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陳語喬 努溺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無

特優 新竹市 張仲宇 格列弗遊「際」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優等 新北市 吳依寧 中秋狂想曲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

學
無

優等 臺中市 劉證宇 無夜城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
無

甲等 臺北市 鄧筠穎 郵筒的哀歌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甲等 屏東縣 伍昱銨 空汙輻市繪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陳錦嬌

甲等 高雄市 郭耔妘 「燥」反了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朱依其 熱炒店?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郭讚典

佳作 宜蘭縣 陳怡安 現實逃脫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

等學校
無

佳作 彰化縣 朱妍芯 末日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沈郁蕙

佳作 雲林縣 李昕頤 歡迎搭乘通膨飛車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鄭仲婷

佳作 屏東縣 林呈騂 那就是地球?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

學
黃也真

佳作 臺東縣 劉子瑜 領略。回首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花蓮縣 任姵榕 貓控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
無

佳作 花蓮縣 邱韋樺 希望與救贖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徐珮宸 熾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周子傑 今日攝取資訊量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羅元佑 壓力山大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洪嘉璐

佳作 高雄市 蔡雅婷 不許動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陳郁環

佳作 高雄市 楊哲侑 自身難保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文胤

佳作 高雄市 蕭米宸 如履薄冰，大「疫」不得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施翔程

佳作 高雄市 朱晨昕 公主夜未眠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朱億真

佳作 高雄市 王詩淇 疫起去旅行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黃郁琪

佳作 高雄市 黃思瑀 想紅想瘋了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朱柏齡

佳作 高雄市 蔡秉哲 聽?說!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易善馨

佳作 高雄市 林莞軒 疫情下的躺平時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蘇郁雯

佳作 高雄市 劉玳伶 欲罷不能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許儷馨

佳作 臺中市 許恩睿 出生入死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何昱君

佳作 臺中市 蔡郁岑 The rooms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吳美純

佳作 臺中市 管偲含 悲哀的世代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巫盈儀

佳作 臺中市 陳鈞郁 「美」食吃播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陳倩儀

佳作 臺中市 張宇寬 放稚型養成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孫菀嬬

佳作 新北市 林又伃 獨老．孤病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

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袁以馨 請問這是演哪齣?
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

高級中學
劉大衛

佳作 新北市 劉依嵐 疫情風暴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余廷彥

佳作 新北市 劉恩睿 海枯「食濫」
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

毅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孫霆侖 多元且不知目標的學習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呂欣育 大食客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

學
陳弘達

佳作 新北市 劉惠安 名校爭霸
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

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楊一真 人們口中的她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顏子晉

佳作 新北市 簡珮安 搞神麼烏龍！？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顏子晉

佳作 新北市 蔡家昇 行為改換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顏子晉

佳作 新北市 蔡琳 暗潮洶湧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古蕊榛

佳作 新北市 樊伯遠 時過・境遷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

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周栗筠 俄烏戰爭
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

華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吳嘉恩 父母下完美的我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王瀚賢

佳作 臺北市 金星妍 心酸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立宏 屏障後的真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元俍

佳作 臺北市 陳曦 命運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余文琦

佳作 臺北市 彭心儀 偷斤減兩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魏利庭

佳作 臺北市

陳承衍

Seungyeon

Jin

地球的碎片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廖致鈞 還我一個美麗的海洋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臺南市 李佳霖 出國打工三思而＂后＂行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陳韻如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市 陳易佑 網路照騙，網路詐騙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無

特優 臺中市 陳妍妡 希望之牆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謝怡如

優等 宜蘭縣 劉子棋 Boiling hot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無

優等 臺南市 王姿婷 食衣住行靠父母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七年一貫)
陳香伶

甲等 新北市 陳彥廷 漫長的九十八秒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無

甲等 新北市 張馨月 捷運上的人們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俊安

甲等 臺北市 巫承諺 還給石虎一個家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新竹縣 蔡勤達 麵癱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張世衡

佳作 新竹縣 李唯甄 關注(窺視)網紅!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魏崇安

佳作 苗栗縣 呂培崙 戰疫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許惠茹

佳作 南投縣 孫思瀅 老闆壓榨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高嘉君

佳作 南投縣 鄭子雲 振興經濟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高嘉君

佳作 雲林縣 徐靜妍 3C操偶師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何旭憲

佳作 臺東縣 吳忻慈 萬獸無疆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朱文鳳

佳作 基隆市 吳羽宸 美好藍圖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詹祺禎 關懷封閉的心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陳良蕙

佳作 新竹市 何紹昀 家人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俞柚安 巨獸「COVID-19」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鄭畇晴 憤怒•絕望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林雨柔 網路霸凌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洪銘鴻

佳作 高雄市 陳盈妏 劫持醫療資源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張暉旻

佳作 高雄市 陳麗淇 桃花源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張暉旻

佳作 高雄市 薛宜甄 成績至上主義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無

佳作 高雄市 陳孝宣 夢想實現的兩種方法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程啟榮

佳作 高雄市 潘承彥 3吸產品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陸彥誠

佳作 高雄市 張育瑋 高壓教育的人生舞台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黃敏哲

佳作 高雄市 劉柏欣 辛苦的醫護人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臺中市 張慈育 studying pressure壓力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廖唯琇

佳作 臺中市 許灝晴 沒丸沒了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林意旋 龍中之物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呂衍諭

佳作 臺中市 田繁易 國王、弄臣的自•我•修養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蔡佾承

佳作 臺中市 葉天暘 日復疫日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馮天文

佳作 臺中市 溫昕穎 新世紀戰爭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中市 劉晏誠 被網路壟罩的孩子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陳郁惠

佳作 臺中市 曹庭媁 「速」食.「蔬」食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謝怡如

佳作 新北市 盧韻方 解封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何竹君

佳作 新北市 高靖恩 緣藝巧匯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洪昱欣 台北的高溫  讓我快融化了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 黃柏宇 人蛇集團狂想曲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 金軒宇 世紀災疫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 賴巧縈 渴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尤珮娟

佳作 臺北市 涂芷瑄 抽稅
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

級中等學校
莊翔宇

佳作 臺北市 韓穎儀 聖誕節的變化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溫慶昇

佳作 臺北市 張筑涵 地球殺手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簡志剛

佳作 臺北市 林韋伶 確診的無聊生活裡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臺北市 劉于謙 321開打！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臺北市 江沅育 多元入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吳婉慈 零和的電力政策拔河賽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王連宇

佳作 臺南市 林妙如 停滯
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

級中學
吳雨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高中職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張育維 瘋狂自助洗衣店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張元俍

特優 臺南市 謝瑞芯 “導盲犬＂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陳香伶

優等 新竹市 蕭珮縈 「老萊子」再現 國立清華大學 無

優等 臺南市 許維哲 戰疫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陳香伶

甲等 臺北市 王芊容 糧食危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賴珮瑜

甲等 高雄市 黃靚文 劫後餘生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王芳蘭

甲等 新竹市 高于舜 一但觸碰就無法逃脫 玄奘大學 于敏玲

佳作 高雄市 吳俊陞 衷心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佳作 高雄市 葉欣文 博愛心意，傳遞世人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佳作 臺南市 黃資晴 兩人世界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南市 賴世財 人帥真好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王文德

佳作 臺南市 黃茗榆 逃離不公之地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北市 張郁慈 對美的追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賴珮瑜

佳作 臺北市 張馨方 快篩之亂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桃園校區) 蕭韋婷

佳作 新竹市 林冠妤 角色設計-殺手組 玄奘大學 胡覺隆

佳作 新竹市 董致霆 麻草鬼 玄奘大學 簡志嘉

佳作 新竹市 黃伊綸 放下手機 專注前方 玄奘大學 于敏玲

佳作 臺中市 張宜蓁 晚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詹慧心 手機成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董珈菱 手機成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3

總計 20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苗栗縣 邱冠廷 口罩可以脫了嗎？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張世明

特優 苗栗縣 廖君綾 新世紀送子鳥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張世明

優等 苗栗縣 黃佩欣 書中自有顏如玉？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張世明

優等 臺南市 張文心 漫遊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大津留香織

甲等 臺南市 黃晨耘 血親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黃建芳

甲等 臺南市 馮詠婕 熊貓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陸承石

甲等 臺南市 黃鉉雅 旅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陸承石

佳作 臺南市 黃濬誠 肥仔VR趣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陸承石

佳作 桃園市 楊子毅 貪婪交易 中原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

總計 9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