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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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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001 碧湖國小 五年五班 初映欣 舞獅賀新年 17
 002 碧湖國小 四年五班 郭岑琳 海洋密境探訪 18
 003 永春國小 六年二班 孫正彥 郊外踏青趣 19
 004 三民國小 六年二班 張齊祐 掌藝人生 20
 005 興雅國小 二年八班 陳晴筠 兇猛的獅子  21
 006 興雅國小 六年四班 李昀謙 彩繪王船 22 

 007 信義國小 五年四班 劉柏昇 投籃！得分！ 23
 008 內湖國小 一年六班 陳芊榕 許下心願 24
 009 內湖國小 六年九班 湯子昀 風獅爺保庇 25
 
 010  三興國小 五年三班 巫允辰 在樹下下棋的老伯伯們 26
 011  光復國小 四年四班 王芓程 拔河比賽 27
 012  光復國小 三年十一班 李豈緹 參觀海生館 28
 013 西湖國小 三年一班 周琳恩 公園裡的小松鼠 29
 014 西湖國小 五年三班 王妤如 舞龍 30
 015 福德國小 四年二班 周靖恩 幻之森林 31
 016 東湖國小 二年四班 顏靖宸 長頸族美女 32
 017 東湖國小 三年六班 鄒秉勳 我的寶貝魚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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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018 永吉國小 三年一班 陳宥妘 快樂的養蜂人 34
 019 吳興國小 三年一班 游淨涵 下　天 35
 020 吳興國小 三年一班 黃若晴 熱鬧的亞馬遜 36
 021 吳興國小 一年二班 李昱學 小男孩坐公雞 37
 022 吳興國小 四年三班 詹愷欣 烤肉樂趣多 38
 023 潭美國小 二年二班 陳瑋翔 為你做一道好滋味 39
 024 潭美國小 三年一班 廖成治 下　天 40
 025 博愛國小 三年四班 高紫涵 我愛雲豹 41
 026 博愛國小 六年八班 許亦菲 修機車 42
 027 康寧國小 二年三班 初怡萱 我想像中的房子 43
 028 舊莊國小 三年二班 江亦姵 沙發上的貓 44
 029 明湖國小 三年五班 劉思萱 許一個心願 45
 030 玉成國小 六年一班 林承昕 海港兩景 46
 031 玉成國小 四年二班  林珍安 原住民的婚禮 47
 032 南港國小 五年七班 葉芷妤 花與鳥 48

 033 南港國小 五年四班 鄭玉辰 大眼小金魚 49
 034 南港國小 四年三班 張天奇 走雙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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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麗山國小 四年五班 許睿恩 刺蝟 51
 036 麗山國小 二年七班 陳姮安 下　天 52
 037 麗山國小 六年二班 鄭愷頤 觀察生態 53
 038 胡適國小 四年三班 李君芮 我的生態攝影  荷田來入鏡 54
 039 成德國小 三年三班 郝道澤 珠寶設計  55
 040 東新國小 一年一班 彭柏皓 看醫生 56 

 041 新湖國小 一年二班 陳郁喬 划龍舟 57
 042 新湖國小 一年六班 彭永承 柯博文 58
 043 文湖國小 五年二班 盧定謙 長頸鹿健康檢查 59
 
 044 修德國小 三年一班 黃昕月 阿嬤家的大火雞 60
 045  修德國小 六年三班 曾璿伊 祈福天燈 61
 046  大湖國小 二年二班 朱暄靖 長大的精靈 62
 047 松山國小 一年三班 黃文力 金魚 63
 048 麗湖國小 二年九班 陳沁宜 賞鳥--臺灣藍鵲 64
 049 麗湖國小 一年二班 葉凡瑄 飛魚季 65
 050 南湖國小 五年六班 王妍婷 臺灣民俗--炸寒單 66
 051 民權國小 四年五班 謝岦璇 街頭藝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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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民生國小 二年九班 游舒媛 愛心早餐店 68
 053 民族國小 四年五班 黃敬荃 來！來搶孤 69
 054 民族國小 五年四班 陳歆媛 七爺八爺遶境 70
 055 西松國小 五年六班 古亦宸 性格的貓咪 71
 056 西松國小 五年四班 過資淳 與世界隔絕的3C世界 72

 057 西松國小 五年四班 陳彥瑜 異次元世界 73
 058 西松國小 一年七班 簡唯帆 我的多肉植物祕密樂園 74
 059 西松國小 三年七班 鄭庭昀 長頸鹿 75

 060 敦化國小 三年六班 徐睿宏 海底隧道 76

 061 敦化國小 二年十一班 陳儀謙 　中賞仙人掌花 77

 062 敦化國小 四年七班 呂芃進 埃及文化展 78

 063 健康國小 三年四班 黃韻澄 熱血的足球賽 79

 064 健康國小 五年一班 楊宸瑀 海浪濤濤殺很大 80

 065 雙蓮國小 六年五班 黃湘甯 麥擱打啦!! 81
 066 雙蓮國小 二年七班 陳冠州 燈籠魚想要吃小魚 82
 067 日新國小 六年二班 楊婷宇 埃及文物展 83
 068 大同國小 二年一班 謝岑浩 樹上的鐵甲武士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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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 大龍國小 三年三班 林芮安 淘氣彩豬 85
 070 大龍國小 四年五班 陳禹彤 保安宮寫生 86
 071 大龍國小 五年五班 陳彥丰 耀眼101 87
 072 大直國小 六年二班 陳巧庭 鬥牛士 88
 073 太平國小 五年二班 蘇家潁 憂鬱的花瓶  89
 074 永樂國小 六年四班 連庭妤 一吸毒成千古恨 90 

 075 延平國小 二年三班 陳亞蓁 採草莓 91
 076 東門國小 二年五班 洪梓渝 鱷魚 92
 077 東門國小 五年二班 洪千雅 海底餵食秀 93
 
 078 東門國小 五年七班 黃楷媃 農村生活 94
 079  東門國小 六年三班 邱浩宸 澎湖花火節 95
 080  河堤國小 六年三班 蔡宜安 花豹 96
 081 蓬萊國小 四年三班 楊玄翊 廟會 97
 082 螢橋國小 三年三班 謝若栴 太空探險 98
 083 大橋國小 六年乙班 歐峻廷 森林裡的裝甲部隊 99
 084 大橋國小 四年甲班 陳怡匡 碎碎平安 100
 085 國語實小 二年七班 何昱德 皮影戲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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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086 國語實小 四年三班 陳寬鴻 攀岩真好玩 102
 087 南門國小 六年丁班 蔡恩欣 薪火相傳 103
 088 忠孝國小 五年甲班 張禎庭 釣蝦場 104
 089 中山國小 二年五班 周子恩 潛水樂 105
 090 中山國小 四年三班 范禹翔 森林大火 106
 091 中山國小 六年一班 曾琪恩 臺灣印象 107
 092 中山國小 六年二班 陳又寧 舞龍舞獅 108
 093 中山國小 六年五班 蔡宗翰 世界和平 109

 094 中山國小 四年五班 陳姸希 原住民 110

 095 濱江國小 六年二班 張宣儀 埃及文物展 111
 096 市大附小 五年四班 林芝妤 綠世界－傑克與魔豆 112
 097 忠義國小 一年一班 鄭伊辰 校樹搬家 113

 098 新和國小 三年二班 陳彥維 禮物製造機 114
 099 雙園國小 一年一班 謝侑璇 門神 115

 100 東園國小 四年五班 黃秋慧 好餓吃不到 116

 101 東園國小 三年五班 王品翔 色彩變奏曲 117

 102 華江國小 二年二班 邱繼霖 做人偶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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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03 西門國小 五年二班 許泰晟 畫我家鄉 119
 104 西門國小 二年一班 楊采婕 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120
 105 大理國小 三年二班 孫宥菱 臺灣的廟宇文化 121
 106 西園國小 四年一班 何妤恩 留一個希望給海龜 122
 107 西園國小 六年五班 柯玟妤 保護大自然  123
 108 五常國小 六年四班 蔡明諺 金山地瓜控窯去 124 

 109 五常國小 四年六班 蔡雯茜 好玩的球池 125
 110 吉林國小 五年三班 羅子芸 蛇女 126
 111 吉林國小 五年三班 沈宥岑 天使與惡魔 127
 
 112 吉林國小 六年一班 李悅嘉 人物造型設計 128
 113  萬大國小 二年四班 郭倢辰 夜晚的火花 129
 114  中正國小 三年三班 吳采燕 跆拳道 130
 115 長安國小 二年二班 傅浩恩 大鱷魚 131
 116 老松國小 六年一班 沈育安 迷 132
 117 老松國小 四年一班 許泰沅 木匠 133
 118 福星國小 四年丁班 張采涵 和好友在公園遊玩 134
 119 長春國小 四年一班 吳禹葳 海底隧道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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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20 長春國小 六年二班 吳艾蓉 拾穗人逛老街 136
 121 懷生國小 五年忠班 林子云 少女的演唱會 137
 122 懷生國小 三年孝班 柯郁宣 烤肉趣 138
 123 龍山國小 六年三班 許瑄祐 瘋狂的小丑 139
 124 私立光仁國小 二年孝班 楊舒涵 貓頭鷹拼貼畫 140
 125 大佳國小 六年甲班 柯佩孜 幸福的感覺 141
 126 永安國小 二年八班 黃語彤 海底隧道 142
 127 永安國小 三年三班 江一禾 老街風華 143
 128 指南國小 五年甲班 陳弈衡 下　天 144

 129 龍安國小 六年一班 戴　汶 表哥的結婚典禮 145
 130 龍安國小 五年三班 王亭 街頭抗爭 146
 131 幸安國小 一年八班 李秉樺 獅子魚 147

 132 幸安國小 六年七班 劉思瑩 兒時的娃娃屋 148
 133 金華國小 五年二班 林宸希 接棒時刻 149
 134 金華國小 五年五班 林修白 養鴨人家 150
 135 建安國小 六年十二班 李兆焄 旗津渡輪 151
 136 建安國小 六年十二班 蔡佳恩 剝蓮子的阿嬤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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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37 私立新民國小 四年仁班 陳玥彤 捏陶趣 153
 138 辛亥國小 六年二班 官以甯 秋彩 154
 139 私立靜心國小 五年忠班 劉定穠 海底壽司店 155
 140 私立靜心國小 六年義班 周儁 森林保衛戰 156
 141 萬福國小 二年一班 柳拓君 巨大的貓  157
 142 明道國小 六年一班 劉嘉瑋 空間的祕密 158 

 143 明道國小 四年一班 謝丞穎 向達利致敬 159
 144 私立中山國小 三年科學班 王亮文 非洲大草原 160
 145 私立再興國小 二年仁班 邱禹知 餵雞趣 161
 
 146 銘傳國小 六年二班 王耀醇 八家將 162
 147  志清國小 二年一班 杜驛程 鯉魚 163
 148  興隆國小 五年四班 翁紫庭 臺灣美食讚 164
 149 博嘉實小 六年乙班 林宥霖 雪中狐狸 165
 150 實踐國小 二年二班 李佩蓉 大猩猩 166
 151 實踐國小 四年二班 高宇鋒 貓頭鷹和鯉魚王 167
 152 實踐國小 五年二班 蘇莞淳 柿子紅了 168
 153 新生國小 五年三班 陳宥希 狗狗美容院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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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54 溪口國小 二年五班 趙若瞳 可可夜總會 170
 155 溪口國小 二年二班 姜家豔 萬聖節公主party 171
 156 政大實小 四年孝班 劉晅旖 美麗的花花世界 172
 157 景美國小 五年四班 鐘翊珊 遙遠的故鄉 173
 158 和平實小 一年月橘班 黃翊晴 可愛的猴子 174
 159 古亭國小 二年七班 李珏潤 漫遊老街 175
 160 古亭國小 二年一班 林妤恩 做餅乾 176
 161 武功國小 六年一班 陳威佑 非核家園 177
 162 木柵國小 三年一班 蔡松甫 露營趣 178
 163 公館國小 五年乙班 胡立歐 夜晚的森林 179
 164 萬芳國小 六年二班 樂蓓韻 古代的水墨畫 180
 165 萬芳國小 四年一班 楊鎰鴻 棋逢敵手 181
 166 景興國小 六年二班 李旻勤 打擊垃圾魔鬼 182
 167 興德國小 五年一班 吳亞璇 未來方舟 183
 168 萬興國小 六年四班 王宜蓁 藥命青春 184
 169 萬興國小 六年二班 黃大芪 名畫新解 185
 170 復興國小 五年仁班 陳若穎 埃及文物展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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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71 私立復興國小 五年仁班 翁睿鴻 我愛布袋戲 187
 172 私立立人國小 二年孝班 吳亞璇 快樂的動物園 188
 173 力行國小 三年一班 張淽甯 「視」界 189
 174 興華國小 五年一班 洪筱　 環保愛地球 190
 175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丙班 鄒宜蓁 五樓視野  191
 176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己班 紀粋 腳 192 

 177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丁班 孫柏育 自畫像 193
 178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己班 張閎崴 海底世界 194
 179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戊班 賴禹嘉 自畫像 195
 
 180 國北教大實小 六年乙班 江婕妤 窗花 196
 181  仁愛國小 一年七班 郭明清 烏來之美 197
 182  仁愛國小 四年七班 陳侑希 遊樂園 198
 183 仁愛國小 三年一班 廖禹晴 染布好神奇 199
 184 大安國小 六年一班 曾詣展 要買什麼好呢？ 200
 185 大安國小 六年一班 蔡松　 分享 201
 186 大安國小 一年五班 謝辰翊 釣釣大螃蟹 202
 187 永建國小 六年孝班 張愛光 等待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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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188 明德國小 一年五班 林禹彤 地球王子哭哭了 204
 189 立農國小 二年三班 李珈伃 鳥巢 205
 190 立農國小 四年一班 許依樂 浮潛初體驗 206
 191 義方國小 一年一班 鄭靖玹 熱鬧的海底世界 207

 192 私立薇閣國小 五年信班 張又尹 若雷諾瓦的《彈鋼琴的少女》名畫在現代 208
 193 私立薇閣國小 五年愛班 陳奕安 畫糖人 209
 194 文林國小 五年忠班 黃怡德 大象來了 210
 195 文化國小 四年九班 鄭甯心 踢足球 211
 196 文化國小 四年九班 葉姵妤 跳舞的水母 212
 197 文化國小 二年一班 陳芊艾 鍬形蟲 213
 198 湖山國小 三年甲班 吳昕沛 夜行鳥 214
 199 桃源國小 四年孝班 陳飛羽 雨天的青蛙 215
 200 士林國小 五年五班 郭力齊 來看戲真有趣 216
 201 士林國小 四年一班 賴韋成 生意興隆 217
 202 陽明山國小 二年孝班 郭承瑾 士林官邸寫生 218
 203 社子國小 二年三班 黃宥叡 盪秋千 219
 204 社子國小 五年一班 黃宛婷 曬柿餅 220 



作

品

目

錄

編 號 學校名稱 班 級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頁次  
 
 205 　聲國小 一年甲班 吳承洋 吃麵 221
 206 富安國小 四年甲班 李欣穎 可愛動物貼圖設計 222
 207 逸仙國小 三年二班 林巧 馴龍高手 223
 208 大屯國小 四年甲班 程仲寬 母子相遇 224
 209 湖田實小 二年忠班 杜宇嫣 葉的拓印  225
 210 百齡國小 四年五班 李泊桓 龍王大戰戰艦 226 

 211 百齡國小 五年五班 汪奕帆 可愛的巨人 227
 212 百齡國小 六年一班 吳宥芹 二個世界 228
 213 溪山實小 三年甲班 李奕軒 好朋友 229
 
 214 關渡國小 四年四班 楊芷嫣 異想世界 230
 215  雙溪國小 四年甲班 陳思靜 音樂的聯想 231
 216  天母國小 五年三班 袁晨欣 孔雀開屏 232
 217 天母國小 六年十班 李昀臻 四季 233
 218 平等國小 六年甲班 鄒昀恩 美好的秋天 234
 219 文昌國小 一年二班 江　華 池塘邊的天鵝 235
 220 文昌國小 六年一班 邱奕潔 古埃及狂想曲 236
 221 芝山國小 三年一班 陳永琳 紅鶴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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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私立華興國小 四年二班 陳彥潼 長頸鹿女孩 238
 223 石牌國小 六年二班 陳芃安 編織美麗 239
 224 石牌國小 一年八班 施琇翎 夏日消暑趣 240
 225 石牌國小 五年六班 李冠毅 墨彩老爺鐘 241
 226 葫蘆國小 六年一班 王宥婷 布袋戲偶 242
 227 葫蘆國小 四年四班 李幸安 飛向太空 243
 228 葫蘆國小 一年七班 黃彥智 頑皮恐龍 244
 229 三玉國小 六年一班 葉晏如 向日葵 245
 230 　農國小 三年二班 張凱翔 覓食中的大公雞 246
 231 士東國小 五年二班 劉蘊儀 戀戀舊金山 247
 232 士東國小 五年七班 蕭羽彤 跳芭蕾舞 248
 233 劍潭國小 五年甲班 蔡欣育 買菜日常 249
 234 福林國小 六年三班 游書瑋 夢境 250
 235 福林國小 五年三班 辜靖涵 小小蜘蛛人 251
 236 蘭雅國小 三年二班 宋俊德 飛魚季 252
 237 北投國小 三年一班 賴彥丞 Who is he？ 253
 238 逸仙國小 五年三班 蔡頤咸 團圓聚會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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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清江國小 六年一班 何佳穎 月光森林 255
 240 清江國小 三年一班 陳妍妤 花花世界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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