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甲-1-1 003 敦化  國小 我的生日夢幻曲 管晟羢 劉金枝、鄭珍 特優

甲-1-2 003 敦化  國小 我的家人 陳詩媛 吳美蘭、羅少 特優

甲-1-3 003 敦化  國小 我的哥哥是大胃王 李宜蔓 劉金枝、施博 特優

甲-1-4 082 志清  國小 我最愛 李紀葳 李盈慧 特優

甲-1-5 133 內湖  國小 我與蘋果魔咒 謝宛庭 林貞秀、鄭淑 特優

甲-1-6 133 內湖  國小 我的茶(ㄉㄟˊ)米(ㄇ一˙) 温昱瑞 林貞秀、甘秋 特優

甲-1-7 144 南湖  國小 我的哥哥 吳君蕙 王麗華、莊思 特優

甲-1-8 145 麗湖  國小 沙沙與我 沈知禾 周燕秀 特優

甲-1-9 301 中山  小學 我的寶貝 蔡雨澄 洪敬喻 特優

甲-1-10 009 興雅  國小 我的手千變萬化 黃耀寬 楊雅婷 優選

甲-1-11 021 大安  國小 我最愛的家人 陳以恩 吳麗雅 優選

甲-1-12 025 金華  國小 我和宮崎駿有約 王蔚綸 陳淑芬 優選

甲-1-13 027 銘傳  國小 我的幸福在這裡 沈彥榮 蔡宜珊 優選

甲-1-14 027 銘傳  國小 我最喜歡的動物 陳寀頤 林淑棻 優選

甲-1-15 034 大直  國小 跟著我的畫畫去旅行 周璟蒨 呂淑婷 優選

甲-1-16 035 大佳  國小 我的寒假生活 王若谷 李杰禧 優選

甲-1-17 037 吉林  國小 我最喜歡的... 李芝穎 胡淑櫻 優選

甲-1-18 037 吉林  國小 我有個隱形妹妹 劉亮亮 許靜怡 優選

甲-1-19 042 忠義  國小 妮妮的農場 白常熹 許惠茜 優選

甲-1-20 062 太帄  國小 我們這一家 陳柏羽 呂秀姬、楊佳 優選

甲-1-21 066 大龍  國小 放寒假囉 吳挺玄 郭麗如 優選

甲-1-22 069 明倫  國小 我的鸚鵡會表演 羅允岑 倪瑞芬 優選

甲-1-23 093 興華  國小 我最愛作夢 陳保勻 潘秀娟 優選

甲-1-24 111 文化  國小 我的小魚兒 鄭任佑 吳翠萍 優選

甲-1-25 114 士林  國小 我的露營遊記 潘紫婕 廖曉鈺、薛玉 優選

甲-1-26 133 內湖  國小 我的冒險收穫 許詠鈞 林貞秀、王靜 優選

甲-1-27 140 麗山  國小 我想爸爸 徐碩廷 林惠純、郭慧 優選

甲-1-28 144 南湖  國小 找到怪怪村 謝名柔 詹淑惠、黃慶 優選

甲-1-29 303 薇閣  小學 我的爸爸不在家 劉艾棋 林幸慧、郭美 優選

甲-1-30 004 民生  國小 我的Face Book 陳筠臻 莊乃如、林淑 佳作

甲-1-31 008 健康  國小 我的小綠 羅凱瀚 黃心怡、楊瑋 佳作

甲-1-32 011 光復  國小 我的寵物 陳彥蓁 金玉芝 佳作

甲-1-33 033 長春  國小 我的史前公園 蔡亞倫 沈  妮 佳作

甲-1-34 041 河堤  國小 我的枕頭北鼻 張庭瑋 李玉清 佳作

甲-1-35 043 國語  實小 我的一年二班日記 盧筠淇 林世英 佳作

甲-1-36 044 南門  國小 我的搶救門牙大作戰 黃贊勳 駱亭妘 佳作

甲-1-37 045 忠孝  國小 我的奶奶 陳柔臻 傅郁斐 佳作

甲-1-38 055 西門  國小 我的寶貝小書 劉尚典 劉毅慧 佳作

甲-1-39 060 蓬萊  國小 看牙〃我不怕 徐宜廷 鄭雪莉 佳作

甲-1-40 096 北投  國小 我的恐龍夢 余曜 黃淑嬌 佳作

甲-1-41 097 逸以  國小 我是拉拉 林靖蓉 鍾華英 佳作

甲-1-42 105 桃源  國小 我的長戟大兜蟲 熊英瞻 陳詩琪 佳作

甲-1-43 108 立農  國小 凱凱的小巫婆 張芝維 黃芸歆、張文 佳作

甲-1-44 121 劍潭  國小 我的寒假生活 劉羿呈 洪秋如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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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甲-1-45 133 內湖  國小 露西的彩虹跳繩 曹辰熙 林貞秀、吳雪 佳作

甲-1-46 134 碧湖  國小 我的鐵馬逍遙遊 顏誠佑 姜瑜 佳作

甲-1-47 134 碧湖  國小 我的四季小書 林佳萱 黃淑蓉 佳作

甲-1-48 141 新湖  國小 我的豬鼻子 陳宥甫 邱湘瑩 佳作

甲-1-49 250 國北教實小 我的昆蟲世界 陳品豪 楊惠津 佳作

甲-1-50 303 薇閣  小學 地球怎麼了 劉庭安 許錦雲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寶貝小書(一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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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箱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甲-2-1 006 民族  國小 我們家是大富翁 陳  昕 紀 宏 特優

甲-2-2 017 博愛  國小 我的愛在圔德克族 李予虹 龍美娟 特優

甲-2-3 024 仁愛  國小 我的奇幻朋友 李英群 嚴翠嫈 特優

甲-2-4 024 仁愛  國小 我的糖果不見了 郭宜姍 巫美瓊 特優

甲-2-5 026 古亭  國小 粉紅公主Bye-Bye 陳蓉瑾 林曉郁、劉香 特優

甲-2-6 072 玉成  國小 長大囉！我要自己玩 莊環蔚 朱陽雪 特優

甲-2-7 073 成德  國小 我的啾啾 郝品純 黃玉君、郝曹 特優

甲-2-8 108 立農  國小 我的奇妙探險 鄭婷勻 陳妙姬 特優

甲-2-9 135 潭美  國小 我的好同學 江佳驊 許琦佩 特優

甲-2-10 136 東湖  國小 你來我往 洪可珊 蔡玫真 特優

甲-2-11 300 靜心  小學 我的東京遊記 蘇章愷 吳惠敏、吳秉 特優

甲-2-12 003 敦化  國小 我的幻想事件簿 林子鈞 李淑芬、周忠 優選

甲-2-13 008 健康  國小 我的探險日記 哈囉！沙蟹 羅暄詠 謝美芬、徐莉 優選

甲-2-14 030 中山  國小 我的爸爸像棵樹 阮政豪 陳嫻玲 優選

甲-2-15 036 五常  國小 我的西布-長大了 徐凡恩 張瓊文、潘怡 優選

甲-2-16 018 濱江  國小 我的阿弟仔 陳冠豪 劉怡真 優選

甲-2-17 041 河堤  國小 我的畫，我的話 范亦華 梁敏珠 優選

甲-2-18 049 雙園  國小 變形火車金剛 張育端 余瓊瑤 優選

甲-2-19 061 日新  國小 花蜜蜜與我 顏郡萱 王慧玲、郭美 優選

甲-2-20 068 大橋  國小 鵝蛋與我 陳韋廷 顏樂美 優選

甲-2-21 080 溪口  國小 我的七個好朋友 陳映如 呂秋燕、吳粹 優選

甲-2-22 086 實踐  國小 我的澳洲GO GO GO！ 陳柔中 曾玉梅 優選

甲-2-23 098 石牌  國小 安安與滑東車 陳語安 王俊文 優選

甲-2-24 109 明德  國小 我喜歡 吳潔的 黃巧瀅、林佳 優選

甲-2-25 130 芝山  國小 我的夢 彭聖翔 呂怡蓉 優選

甲-2-26 132 三玉  國小 我最懷念的你 何浩宇 朱淑琦 老師 優選

甲-2-27 139 明湖  國小 我的探險~飛向恐龍世界 黃浩然 李蕙芬 優選

甲-2-28 140 麗山  國小 我最愛的白熊 李苡瑄 孫美玲 優選

甲-2-29 145 麗湖  國小 我的巫婆奶奶 譚心雅 劉寶汎 優選

甲-2-30 303 薇閣  小學 我的許願樹 何郁璇 張凱惠 優選

甲-2-31 004 民生  國小 我的神，話故事 李坤哲 涂慧娟、戴敬 佳作

甲-2-32 016 永吉  國小 米朵的凹版全攻略  侯米朵 陳嘉秀 佳作

甲-2-33 021 大安  國小 我愛條子 趙慶雯 羅如雀 佳作

甲-2-34 025 金華  國小 我的泰山 蔡昕樺、蔡昕燁 李盈萱、鄧舒 佳作

甲-2-35 025 金華  國小 我愛音樂許願樹 賀靖洋 陳慧芬 佳作

甲-2-36 028 公館  國小 阿楷泰快樂 楊士楷 曾淑貞 佳作

甲-2-37 030 中山  國小 我和小粉兔過聖誕 蘇芳儀 楊美慧 佳作

甲-2-38 043 國語  實小 我愛台北！台北好精采！ 王姍霖 王儀貞 佳作

甲-2-39 046 市教大  附小 我想飛 莊致柔 謝騰好 佳作

甲-2-40 056 老松  國小 我的好朋友 李宜靜 謝美花 佳作

甲-2-41 076 修德  國小 我的蠶寶寶 郭謙妤 邱雪鑾 佳作

甲-2-42 081 興隆  國小 我的貓咪 郭品妤 吳麗娥 佳作

甲-2-43 091 力行  國小 阿布找快樂 王鵬安 謝英玲 佳作

甲-2-44 093 興華  國小 我的恐龍蛋 蘇雨瑄 張立貞 佳作

類別：寶貝小書(二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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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箱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甲-2-45 095 萬福  國小 我最想念的好朋友 詹嘉寧 陳秀觀 佳作

甲-2-46 104 湖山  國小 我的爸爸 柳辰蒝 張瑞薌 佳作

甲-2-47 124 百齡  國小 希望之歌 徐慧婕 蘇郁芬 佳作

甲-2-48 130 芝山  國小 我的LEGO創意小書 吳天鳴 王美慧 佳作

甲-2-49 132 三玉  國小 我的拿手好菜 邱靖文 陳麗秋、江向 佳作

甲-2-50 133 內湖  國小 我和媽媽的戰爭 彭翊愷 詹燕雪、陳慧 佳作

類別：寶貝小書(二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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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3-1 003 敦化  國小 芊芊的生日派對 陳新蓉 洪英惠、周素 特優

丙-3-2 006 民族  國小 聽見誠實的聲音 蕭建謙 郭淑杏 特優

丙-3-3 009 興雅  國小 誠實-兔博士的故事 簡加雯 陳淑玲 特優

丙-3-4 031 中正  國小 誠實的果實 蔡熙日 林育雅 特優

丙-3-5 047 東門  國小 我討厭你 闕肇廷 林冠儀 特優

丙-3-6 061 日新  國小 我要擁有牠 曾紫翎 黃慧婷、王慈 特優

丙-3-7 080 溪口  國小 老妹啊！──姊姊的真心話 周品璇 李淑卿、吳粹 特優

丙-3-8 121 劍潭  國小 媽媽！對不起 陳羽捷 周志忠、蔡雅 特優

丙-3-9 128 天母  國小 早一點，真好！ 劉孟棋 羅賢珠、林瓊 特優

丙-3-10 136 東湖  國小 原來很簡單 劉倢 王翠英 特優

丙-3-11 003 敦化  國小 溫暖是什麼 周子涵 潘亭蓉、彭碧 優選

丙-3-12 008 健康  國小 動物王國的會議 姚思妤 吳曼如 優選

丙-3-13 014 吳興  國小 缺陷的天使 陳郁雯 陳美君、邱瑜 優選

丙-3-14 016 永吉  國小 我是第一名耶 謝宇涵 倪淑貞 優選

丙-3-15 017 博愛  國小 我的品德小書-冒險篇 郭嘉容 吳宗憲 優選

丙-3-16 044 南門  國小 愛說謊的皮皮 唐羽緹 郭怡敏 優選

丙-3-17 048 新和  國小 邦妮歡樂村 李瑄文 周麗華 優選

丙-3-18 048 新和  國小 便便日記 周映辰 劉淑齡 優選

丙-3-19 053 萬大  國小 看電視 王珈琪 徐金蓮 優選

丙-3-20 060 蓬萊  國小 貪心的大肥羊 陳子昀 黃淑娟 優選

丙-3-21 062 太帄  國小 改變 劉卉雅 溫麗秀、劉湘 優選

丙-3-22 067 延帄  國小 媽媽，別怕！ 廖婕妘 黃錦雪、林麗 優選

丙-3-23 073 成德  國小 煙火過後 楊孟臻 林金枝、吳佩 優選
丙-3-24 082 志清  國小 善良的小兔子 游甯淇 陳淑芬 優選
丙-3-25 091 力行  國小 生活中都有品德小故事 林昱昕 柯芝嫻 優選
丙-3-26 094 辛亥  國小 好品德萬歲 林子傑 劉麗華 優選
丙-3-27 098 石牌  國小 知足與惜福 陳萱 郭岱涵 優選
丙-3-28 114 士林  國小 森林中的圓夢大賽 袁睿澤 潘中華、莊雅 優選

丙-3-29 136 東湖  國小 旺福醒來了 林宸安 張明聰 優選

丙-3-30 138 康寧  國小 受傷的腳 黃品晶 郭仲宏、黃盟 優選

丙-3-31 004 民生  國小 小錢立大功 涂世忠 陳彥君、戴敬 佳作

丙-3-32 017 博愛  國小 甜蜜屋的秘密 張采霏 劉寶釧 佳作

丙-3-33 017 博愛  國小 我的品德小書-餅乾的誘惑 王煦翔 吳宗憲 佳作

丙-3-34 021 大安  國小 愛你直到永遠 周郁淇 嚴和庭 佳作

丙-3-35 037 吉林  國小 感恩的心 黃孟飛 何美慧 佳作

丙-3-36 037 吉林  國小 愛玩耍的阿力 高士翔 洪瑋君 佳作

丙-3-37 037 吉林  國小 一碗紅豆湯 黃士紘 李坤燕 佳作

丙-3-38 048 新和  國小 糊塗英雄除三害 洪偉廉 王西琴 佳作

丙-3-39 049 雙園  國小 小安與我 陳郅寯 高欣怡 佳作

丙-3-40 053 萬大  國小 誠實與負責威利不再說謊了 陳正華 李筱玲 佳作

丙-3-41 058 福星  國小 小珍珠學騎車 馮筠真 呂淑琴、張瓊 佳作

丙-3-42 061 日新  國小 勇於認錯的調皮獅 劉映妤、李佳軒 王慈華、林妙 佳作

丙-3-43 066 大龍  國小 小小兵eraser 劉亭君 陳妍伶 佳作

丙-3-44 085 永建  國小 燒茅屋的老婆婆 章郁珈 陳秀貞 佳作

類別：品德小書(三年級)

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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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3-45 089 明道  國小 分享的快樂 自律的重要 蔣秉錕 胡玉輝 佳作

丙-3-46 114 士林  國小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的阿祖 葉立予 潘中華、張淑 佳作

丙-3-47 126 葫蘆  國小 弓與箭 鄭采瑄 黃詩君、郭春 佳作

丙-3-48 132 三玉  國小 推動搖籃的手 廖柏衡 吳秀英、戴維 佳作

丙-3-49 134 碧湖  國小 藍起司 廖沛妍 陳淑貞 佳作

丙-3-50 300 靜心  小學 海洋世界 陳品璇 卓淑玲、高家 佳作

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品德小書(三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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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乙-4-1 004 民生  國小 幸福紅豆餅 莊博翔 黃詩婷、戴敬 特優
乙-4-2 025 金華  國小 神奇的書 林蔭澤 簡曉荺、周怡 特優
乙-4-3 034 大直  國小 快樂的露營 萬哲瑜 張淑玲 特優
乙-4-4 034 大直  國小 誠實的一扇門 陳妍希 張淑玲 特優
乙-4-5 058 福星  國小 我該怎麼辦 葉民翔 楊于儂、吳雅 特優
乙-4-6 086 實踐  國小 憨阿公的菱角田 陳妍中 鄭瑩潔 特優
乙-4-7 086 實踐  國小 國王的新衣續集～國王的新褲 李其芸、高欣瑜 李叔真、林育 特優
乙-4-8 104 湖山  國小 反省鏡 吳秉澄 宋明勳 特優
乙-4-9 132 三玉  國小 風雨中來的朋友 陳孟琪 張智雯 特優
乙-4-10 132 三玉  國小 嘴巴裡的妖怪 陳德容 朱碧蓮 特優
乙-4-11 299 光仁  國小 怎麼辦? 簡政清 邱薀幸 特優
乙-4-12 003 敦化  國小 十二生肖上學去 李宜蒨 闕誌賢、洪慕 優選
乙-4-13 011 光復  國小 幸福的菜 陳柏年 陳雅菁 優選
乙-4-14 018 濱江  國小 誰是嫌疑犯 陳品蓁 鄭如君 優選
乙-4-15 030 中山  國小 恍然大悟的巧可 稻江利佳 蘇楣雅 優選
乙-4-16 039 永安  國小 我的妹妹 錢又溱 楊琇婷 優選
乙-4-17 054 華江  國小 小紅帽愛德絲貪心的後果 林晏綺 張芝綺 優選
乙-4-18 058 福星  國小 施德的泡泡糖 于謦瑄 楊于儂、陳玫 優選
乙-4-19 063 永樂  國小 誠實的喜悅 陳麗真、黃意晴 陳世保、徐儷 優選
乙-4-20 069 明倫  國小 天使與王大寶 王子嘉 葉燕萍 優選
乙-4-21 074 胡適  國小 祕境奇航 耿鈺展 張世瑒、朱帄 優選
乙-4-22 078 武功  國小 誠實 林子弘 陳淑節 優選
乙-4-23 080 溪口  國小 遺忘幸福的珍妮 張馨文 蔡麗芳、吳粹 優選
乙-4-24 086 實踐  國小 節約能源愛地球 宮緯恒 張嘉筑 優選
乙-4-25 092 萬興  國小 善心歐巴桑 陳乃暄 林招枝 優選
乙-4-26 125 雙溪  國小 狐狸與熊貓的官司 黃婷卉 康宛如、湯優 優選
乙-4-27 126 葫蘆  國小 小葫蘆品格劇場 郭鎧瑄 范俊琪 優選
乙-4-28 127 雨農  國小 郝渴帕真的好可怕 郭倢妤 洪玲娟 優選
乙-4-29 133 內湖  國小 拉拉貓的小祕密 簡蕙恩 雷韻潔 優選
乙-4-30 138 康寧  國小 品德教育之誠亯 陳姿蒨 顏長利、郭仲 優選
乙-4-31 141 新湖  國小 五塊錢的願望 林韻庭 李金枝 優選
乙-4-32 144 南湖  國小 是贏還是輸？ 蔡榮真 吳怡靜 優選
乙-4-33 004 民生  國小 我不是外星人 葉  暘 黃詩婷、戴敬 佳作
乙-4-34 006 民族  國小 Flower Shop送香花店 白宇瑄 洪慧芬 佳作
乙-4-35 009 興雅  國小 品德小書 蘇柏宇 王泰興 佳作
乙-4-36 014 吳興  國小 童話森林的月光晚會 林奕萱 葉淑慧、郭延 佳作
乙-4-37 014 吳興  國小 黑豆和黑寶 周亨昆 張昶濬、邱瑜 佳作
乙-4-38 017 博愛  國小 NEW狐狸與白鶴 潘思穎 張蕙如 佳作
乙-4-39 021 大安  國小 都是小海馬的錯 游語軒 林玉光 佳作
乙-4-40 026 古亭  國小 現代神醫 謝睿安 陳靖玟、劉香 佳作
乙-4-41 026 古亭  國小 品品〄阿德〄好品德 吳宗頤 吳雨婷 佳作
乙-4-42 036 五常  國小 豬小弟的生日禮物 蔡之捷 張瓊文、蔡明 佳作
乙-4-43 041 河堤  國小 大家都是主角 趙英翔 陳晶瀅、梁敏 佳作
乙-4-44 047 東門  國小 最珍貴的禮物 卓育琪 吳品璇 佳作
乙-4-45 048 新和  國小 我再也不敢了 鍾宜軒 張中熙 佳作

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品德小書(四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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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乙-4-46 049 雙園  國小 母愛真偉大 楊佳頤 李映綺 佳作

乙-4-47 053 萬大  國小 尋找幸運草 侯怡安 黃建亯 佳作

乙-4-48 063 永樂  國小 珍愛人生~小蓮的故事 吳少棠、謝佳穎 陳世保、賴素 佳作

乙-4-49 064 雙蓮  國小 愛唱歌的一家人 陳韋伶 黃馨慧 佳作

乙-4-50 066 大龍  國小 我撒了一個謊 黃喬琳 盧舒盈 佳作

乙-4-51 067 延帄  國小 車車王國 謝兆晅 戴婉如、高櫻 佳作

乙-4-52 073 成德  國小 我們是麻吉 黃雲隆 李素婷 佳作

乙-4-53 080 溪口  國小 我的超級同學 周宜芃 張慈麟、吳粹 佳作

乙-4-54 081 興隆  國小 冬冬生病了 吳德瑜 李之元 佳作

乙-4-55 081 興隆  國小 生氣森林 姜宇倢 徐靜慧 佳作

乙-4-56 109 明德  國小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江子嘉 李淑玲、林佳 佳作

乙-4-57 109 明德  國小 意外的花現 張晉銓 江照慧、陳珊 佳作

乙-4-58 127 雨農  國小 我的鞋子不見了 郭昱嫻 謝寶淩 佳作

乙-4-59 127 雨農  國小 壞蜥蜴龍龍 曹凱傑 江鸞鳳 佳作

乙-4-60 128 天母  國小 安安闖禍了 吳樹安 方秀琴、李雅 佳作

乙-4-61 132 三玉  國小 祖孫情 廖伊萱 沈鈴玉 佳作

乙-4-62 134 碧湖  國小 奇獸越野賽 王有顥 王德聰 佳作

乙-4-63 139 明湖  國小 快樂星期五 吳竑諭 張瑛 佳作

乙-4-64 142 文湖  國小 唯我獨尊的小布 黃仲楷 劉秀敏 佳作

乙-4-65 142 文湖  國小 開心花婆婆 張婕汝 羅文酉 佳作

乙-4-66 142 文湖  國小 皮皮和亮亮 許悅 陳幸志 佳作

乙-4-67 144 南湖  國小 再見了，饅頭！ 孫瑋翎 施培琳、林淑 佳作

乙-4-68 144 南湖  國小 泰迪熊的心願 李建緯 林美英 佳作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創作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品德小書(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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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5-1 030 中山  國小 惡作劇的黃燈 游子欣
張瓊文、黃錦

瑜
特優

丙-5-2 036 五常  國小 我能為牠做的最後一件事
張伃瑄、雷文

鳳、劉正萱、廖

文瑜

曾秋婷、陳裕

升
特優

丙-5-3 041 河堤  國小 北極熊拯救隊
林千歆、翁子

涵、陳美儀、林

怡華

李苡歆 特優

丙-5-4 044 南門  國小 吼！很煩ㄋㄟ！ 廖淳琳、林昀歆 吳佳綾 特優

丙-5-5 047 東門  國小 寒假生活記趣
林秉群、黃振

峰、林子維
洪慧瑄 特優

丙-5-6 047 東門  國小 選我?選我!
彭佳悅、林雯

華、蔣玉珩、徐

子晴

洪慧瑄 特優

丙-5-7 064 雙蓮  國小 豬小弟的夢想
危主恩、林立

帄、洪靖宜、葉

岑暵

劉玉真、歐盈

汎
特優

丙-5-8 080 溪口  國小 不一樣？
黎亞學、林柏

佑、蔡皓宇、劉

奕呈

林涵妮、洪詩

玲
特優

丙-5-9 086 實踐  國小 心花朵朵～開
舒君雅、劉品

枘、王淨惠、陳

孟淇

宋佳徵、林育

亯
特優

丙-5-10 095 萬福  國小 暖化大災難
彭興文、楊家

宜、洪佳寧、扶

睿哲

林芊芊、葉麗

貞
特優

丙-5-11 109 明德  國小 在這些歲「頁」裡
傅丹謙、王姵

瀅、練怡萱、陳

永耀

張碧華、辜雅

琳
特優

丙-5-12 126 葫蘆  國小 超級暑假 劉馥萱
李蕙君、郭春

琍
特優

丙-5-13 129 文昌  國小 深夜魔女的奇幻藥房
林巧畬、黃琬

甯、李昊儒、郭

昶宏

李昭慶、吳美

穎
特優

丙-5-14 299 光仁  小學 小兔子的接力賽
林厚安、周守

蔚、黃心柔、鄭

荃心

周蒼琳 特優

丙-5-15 299 光仁  小學 跟往事乾杯
周芷伊、王品

菁、陳立揚、吳

承諭

胡聯英、鄭竹

君
特優

丙-5-16 004 民生  國小 趣味邏輯 劉宇軒、林渝倩
吳韶雯、戴敬

蓉
優選

丙-5-17 005 民權  國小 靠著牛糞賺大錢的農夫
鄒季恩、陳彥

慈、黃亭容、賴

姿含

葉泰昌、留水

茶
優選

丙-5-18 005 民權  國小 2012
洪法雲、簡宏

儒、江宛庭

陳偉如、留水

茶
優選

丙-5-19 006 民族  國小 小魚瀚尼的煩惱 陳思羽、謝雅棠 陳淑瑛 優選

丙-5-20 012 三興  國小 我得到一個大笑臉
陳吉祥、曾志

盛、陳柏文、游

翔宇

謝逢月、陳嘉

貴
優選

丙-5-21 016 永吉  國小 愛在蔓延 陳劭齊 王亮月 優選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五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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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5-22 021 大安  國小 小麗的奇幻新年 王子瑜 阮姿嫚 優選

丙-5-23 021 大安  國小 守望相助 謝羽晴、李姿萱 阮姿嫚 優選

丙-5-24 029 新生  國小 牽牛花
陳家敏、曾逸

凡、錢彣瑜、周

豈民

林翠玫、呂淑

惠
優選

丙-5-25 031 中正  國小 希望之歌
張瀞方、王品

璇、陳軍豪、陳

諾

李惠芬 優選

丙-5-26 036 五常  國小 居安思危
曾浩瑋、張鈞

智、秦稚豐、籃

婕云

林純如、陳盈

帆
優選

丙-5-27 050 東園  國小 黃鼠狼偷雞記
蕭岳、李祐賢、

吳維桓、卓軒緯
陳佩櫻 優選

丙-5-28 056 老松  國小 永不放棄的雞蛋小子
歐庭安、游政

霖、龔俊禎、林

子涵

李淑君 優選

丙-5-29 057 龍山  國小 草原上的夏日交響曲
劉純瑄、田孟

樺、楊力誠、鄭

羽淇

彭家妍 優選

丙-5-30 086 實踐  國小 青蛙
楊欣盈、楊莉

媞、周嘉妡、莊

子嫻

龔香如、鄭琇

穗
優選

丙-5-31 092 萬興  國小 美夢不成真 徐真祥
徐翊瑄、賴惠

瑟
優選

丙-5-32 093 興華  國小 我們是永遠的好麻吉
彭鏡軒、范瑜

庭、王品傑

陳豐月、梁雅

惠
優選

丙-5-33 111 文化  國小 小角落的愛心 陳文娟
王怡仁、鍾亯

明
優選

丙-5-34 114 士林  國小 勇闖妙妙鏡子國 張芝瑜
劉芳琪、林月

如
優選

丙-5-35 132 三玉  國小 蛻變
詹詠安、黃品

慈、熊彧、張思

誠

鄒鈺萍、王宜

寧
優選

丙-5-36 003 敦化  國小 我們要瑝永遠的姐妹
王之穎、林暄

蓉、陳艾妘、廖

郁佳

魏婉茹、陳娟

娟
佳作

丙-5-37 004 民生  國小 現代神雕俠侶之綠色秘技
劉丞彧、蕭品

盈、劉穎霓、謝

孟勳

蔡惠閔、戴敬

蓉
佳作

丙-5-38 004 民生  國小 小熊的麻煩
桑  瑜、李容瑄、

李佳叡、侯文淇

黃翎宜、戴敬

蓉
佳作

丙-5-39 005 民權  國小 快樂書中來
王皓梅、趙嶧

清、林恩廷、陳

世蓄

葉泰昌、王勤

耘
佳作

丙-5-40 016 永吉  國小 偶遇鄭東橋 王千菡 王亮月 佳作

丙-5-41 038 懷生  國小 百花餅人
姚雯馨、黃孟

帄、羅心妤、游

育翔

林天相、王怡

文
佳作

丙-5-42 041 河堤  國小 小矮人的月之城
高錫彣、李怡

君、張慕真
陳琇文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五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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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5-43 048 新和  國小 行動愛地球
謝欣芸、李季

侯、張芷瑄、白

雅安

林玉琴 佳作

丙-5-44 053 萬大  國小 心  朋友
洪鈺雱、彭彥

慈、許湘柔、李

承澤

顏廷珍、鍾宜

珍
佳作

丙-5-45 061 日新  國小 魔法森林
許絜茹、連心

瀅、陳綺瀅、宋

豪

王育漢、林宛

臻
佳作

丙-5-46 061 日新  國小 石頭變身記
游佩穎、吳心

悅、鍾宜臻、蘇

海靜

張惠文、林宛

臻
佳作

丙-5-47 061 日新  國小 琪琪的夢想
林宛萱、王妍

茹、劉家妤、李

昱

顏麗娟、林宛

臻
佳作

丙-5-48 073 成德  國小 大野狼流浪到台灣
顏妡庭、吳苡

慈、鄭郁霖、范

家馨

辜美惠、謝宗

穎
佳作

丙-5-49 081 興隆  國小 我會變成一週美麗的蝴蝶？
李彥樺、曾新

泉、張振廷、張

語萱

李志鴻 佳作

丙-5-50 083 景興  國小 尼克與大巨人 羅孟昕
楊雅雯、楊瓊

如
佳作

丙-5-51 083 景興  國小 小象波波的生日PARTY
洪亦昀、羅云

均、張元讓、張

淨雅

曾明君、吳志

鴻
佳作

丙-5-52 085 永建  國小 三隻小狼 姜恒 陳竹雲 佳作

丙-5-53 096 北投  國小 胖青蛙變王子 林怡萱
黃淑嬌、陳彥

熏
佳作

丙-5-54 111 文化  國小 凱莉小公主 孫昀萱
郭倍菁、鍾亯

明
佳作

丙-5-55 114 士林  國小 博派變形金剛的好朋友 陳若桐 劉翎庭 佳作

丙-5-56 126 葫蘆  國小 我的家庭真可愛 林湘霓 吳亭怡 佳作

丙-5-57 127 雨農  國小 星空傳說
劉柏玉、王品

雯、吳承熹、梁

伯榮

劉雅玲 佳作

丙-5-58 133 內湖  國小 基隆傳奇
郭凡傑、鍾孟

勳、莊子琲
呂淑鈴 佳作

丙-5-59 133 內湖  國小 成吉思汗贖命記
林家豐、蕭國

杰、徐大邦
呂淑鈴 佳作

丙-5-60 136 東湖  國小 阿寶花博奇遇記
易天瑞、林亭

瑋、李念恩

劉虹音、廖冠

雲
佳作

丙-5-61 137 西湖  國小 最珍貴的禮物
曹薰予、張修

維、杜謙、潘重

仁

蔡宜蓁、蕭玫

君
佳作

丙-5-62 301 中山  小學 海豚的官司
應淯文、潘卉

瑜、羅廣元、羅

法欣

蔡秉紘 佳作

丙-5-63 303 薇閣  小學 尋找快樂
陳錫瑩、陳霖

宣、曹林熹、林

士軒

許雅涵、熊娟

敏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五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11



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6-1 009 興雅  國小 蟲蟲危機
謝智翔、許逢

源、陳聖勳

周士煌、陳綉

芬
特優

丙-6-2 022 幸安  國小 西元二○三○年 吳思涵 林秋月 特優

丙-6-3 025 金華  國小 706公車
彭世丞、張家

齊、郭恩佳、蔡

欣容

向惠芳、范嘉

麟
特優

丙-6-4 033 長春  國小 來自外星的難題
顏睿楠、呂峻

宇、高若桁、呂

致宇

戴舒涵、羅國

煒
特優

丙-6-5 036 五常  國小 水果公主不出嫁 鄭心瑀
蔡明珠、鄭永

豐
特優

丙-6-6 037 吉林  國小 小豬馬拉松記
廖亯嘉、陳彥

廷、張凱翔、劉

韋成

陳彥瑋、張虹音 特優

丙-6-7 038 懷生  國小 龍兄得角之青年創業
李欣倩、曹凱

期、林佳營、程

牧宭

李華玲、黃安

城
特優

丙-6-8 052 西園  國小 閱讀狂想曲 鄭易寬、石昇弘
陳美婷、劉秋

霖
特優

丙-6-9 053 萬大  國小 甜甜圈阿尼環遊世界
謝雅帆、陳艾

亞、陳星宇、張

雨晴

蘇居敬 特優

丙-6-10 132 三玉  國小 琴聲魅影 陳玉潔 邱傳晃 特優

丙-6-11 136 東湖  國小 紅豆麵包爆炸事件
陳冠弘、劉宣

亭、周執方、張

定為

朱娜君、鄧善

惠
特優

丙-6-12 139 明湖  國小 知己
藍馨、陳思穎、

林敘吟、吳凱芸
羅先宜 特優

丙-6-13 144 南湖  國小 自由的狗
蘇愷琦、周鈺

舒、李祈、彭紹

維

黃柏菁 特優

丙-6-14 297 再興  小學 歐西達卡新大陸
陳怡行、呂亞

芯、孔祥宇、胡

乃中

周婷婷 特優

丙-6-15 305 立人  小學 〝牛〞轉地球 黃鼎元 鍾篳藍 特優

丙-6-16 003 敦化  國小 願
蔡忠翰、周星

瑋、林欣儀、羅

梓軒

費至懿、王姿

揚
優選

丙-6-17 010 永春  國小 開口笑
游蕙畇、彭暐

琪、顏瑜萱、蔡

季昀

藍文娟 優選

丙-6-18 021 大安  國小 搶救地球
陳昕璘、江健

瑋、周禹旬、陳

彥甫

王麗華 優選

丙-6-19 024 仁愛  國小 愛與希望 易宣妤 趙曉燕 優選

丙-6-20 024 仁愛  國小 拳擊夢
陳廷彥、江旻

柔、陳柏廷、李

政陽

楊青桓 優選

丙-6-21 025 金華  國小 水王國的反擊
張竣凱、洪于

涵、徐芷奇、吳

宜庭

李昀容、陳莉

淑
優選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六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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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6-22 025 金華  國小 有話「好」說
王筠涵、盧慈

敏、康楊翊、陳

宛甄

蘇慧如、劉大

暐
優選

丙-6-23 047 東門  國小 六隻小豬
林姿彤、陳逸

庭、紀又寧、劉

宸芸

鄭雍明 優選

丙-6-24 052 西園  國小 我們的夢想
許如萱、楊文

萱、陳佳珊、鐘

雅萱

陳羿文、郭士

豪
優選

丙-6-25 054 華江  國小 變身遊戲
林妙璇、張瑜

文、林筠婧、施

玫伶

胡宏宇 優選

丙-6-26 075 東新  國小 漂亮的小鴨
鄭永誠、鄭博

尹、朱  玲、林懷

君

陳巧蘋、黃怡

芬
優選

丙-6-27 079 興德  國小 聖誕婆婆
劉昱萱、林鈺

琴、趙品昕、曾

玟琳

吳麗珍 優選

丙-6-28 080 溪口  國小 珍寶
邱中觀、陳秉

青、曾琮凱、簡

柔安

張豫珍、洪詩

玲
優選

丙-6-29 089 明道  國小 誰偷走了快樂
高若語、胡采

甯、夏立心、余

渝晴

王蓓菁 優選

丙-6-30 095 萬福  國小 武林僅一位-生日快樂外傳
顧海音、姜語

辰、吳思岑、鄧

修奇

鄭雅芬 優選

丙-6-31 116 福林  國小 三個第一名 周詩涵
游惠玲、陳佳

慧
優選

丙-6-32 135 潭美  國小 城裡來的男孩
葉家妤、柯廷

翰、王禹傑、梁

佑卉

侯夢娜、陳維

錡
優選

丙-6-33 139 明湖  國小 快樂動物園
張惟婷、江怡

臻、闕妤庭、張

宇涵

黃志成 優選

丙-6-34 141 新湖  國小 嘟嚕嚕，再見！
何宇凡、王斯

宇、洪瑩家
廖敏妤 優選

丙-6-35 301 中山  小學 不是我的錯
陳仕崧、解祖

安、金璇、邱荃

歆

曹力貞 優選

丙-6-36 003 敦化  國小 善有善報 謝昇融
林銘光、張嘉

浩
佳作

丙-6-37 008 健康  國小 大樹下的鞦韆
洪鈺婷、張芸

綺、黃敏涓
姜秀潔 佳作

丙-6-38 009 興雅  國小 好玩的四季
陳宣妤、陳亭

羽、羅琳、楊尚

茹

陳巧智、鄭茜

文
佳作

丙-6-39 022 幸安  國小 大自然的可貴 蔡易宸 吳綉芳 佳作

丙-6-40 024 仁愛  國小 尋找幸福的小獅子 鄭宇翔 陳芬芳 佳作

丙-6-41 026 古亭  國小 花言花語 戴聖昀、張梓瑜 林秀鄉 佳作

丙-6-42 027 銘傳  國小
身體力行做環保，救地球從我開

始

陳悅晨、蔡宛

倫、傅家芸、郭

力誡

施慧真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六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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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丙-6-43 018 濱江  國小 神奇的藥水
張懿華、韓  瑜、

郭孔寧、葉佳鑫
蔡馥伊 佳作

丙-6-44 045 忠孝  國小 忍者小武
潘敏瑄、黃鈞

茹、邱敬淳、吳

易芸

陳建榮、黃雅

婷
佳作

丙-6-45 046 市教大  附小 美夢成真
蔡宗成、陳逸

蓮、蘇想想

江佩玲、施富

皓
佳作

丙-6-46 046 市教大  附小 永遠的好朋友
劉毅康、陳俞

而、陳上元、李

昱慶

王瑀 佳作

丙-6-47 054 華江  國小 韭菜盒子小米粥
許中昱、陳俞

吟、林建宇、鄧

敦元

胡宏宇 佳作

丙-6-48 057 龍山  國小 誰人跟我比
林姿彣、謝佳

芸、李采縵、李

芝涵

游愛齡 佳作

丙-6-49 067 延帄  國小 惡魔與天使
何元植、黃鈺

雯、陳妍伶、蕭

又玉

余恆慧 佳作

丙-6-50 078 武功  國小 地球暖化的嚴重性
楊媛鈞、王舒

儀、林可芸、曾

韋絜

林怡汝 佳作

丙-6-51 093 興華  國小 意外的聖誕禮物
黃薏家、陳柔

妘、郁盛文、蒲

翎

鄔時雯 佳作

丙-6-52 099 關渡  國小 誰是導演
陳俋彤、黃邦

瑋、張博堯

賴淑婉、陳惠

美
佳作

丙-6-53 119 雨聲  國小 環保探險之旅
張世宏、劉靜、

喬伊菱、楊婷婷

葉映辰、戴德

珍
佳作

丙-6-54 120 富安  國小 白雪公主三八之心
陳柏儒、高閔

軒、洪韡庭、高

瑋琪

蔡曜任 佳作

丙-6-55 133 內湖  國小 寶島小遊記
鄭詠云、郭子

維、游沛珍、周

興泓

林秀美 佳作

丙-6-56 133 內湖  國小 丸子三兄弟過新年
劉思廷、曹靖

雯、莊子毅、陳

冠穎

彭桂香 佳作

丙-6-57 134 碧湖  國小 一塊錢流浪記
李薇、黃子軒、

吳坤儒、劉以撒
張慶龍、陳鴻義 佳作

丙-6-58 136 東湖  國小 蒲公英的旅遊日記
張雅婷、陳宥

睿、周泓慶、黃

嘉蓉

劉淑珍、陳琳

武
佳作

丙-6-59 138 康寧  國小 不要再叫我外國人了
余宛儒、吳泓

屹、萬政軒、梁

家瑜

魏婉貞、柯政

宏
佳作

丙-6-60 144 南湖  國小 時空奇遇記
黃譯萱、陳玟

伶、鄭少綸
連瓊芳 佳作

丙-6-61 145 麗湖  國小 害怕馬路的小熊
李曉昇、張家

巖、鍾興凱、林

軒泓

夏于雯 佳作

丙-6-62 306 復興  小學 除惡務盡
張芷妤、翁啟

嘉、劉宇鈞

吳素珍、林逸

萍
佳作

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得獎名單

類別：自編故事劇本(六年級)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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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丁-1-1 010 永春  國小 阿媽的古早�古早��� 張仲廷 李沛珊 特優

丁-1-2 029 新生  國小 好熱的冬天 翁宇廷 許翠華 特優

丁-1-3 069 明倫  國小 何處是我家 蔡育沛 倪瑞芬 特優

丁-1-4 073 成德  國小 一起守護美麗的地球 林承緯 許淑娟 特優

丁-1-5 002 西松  國小 小魚不見了 黃若涵 宋慧嫈 優選

丁-1-6 011 光復  國小 可愛的動物 江應非 金玉芝 優選

丁-1-7 025 金華  國小 北極熊的家不見了 陳冠誠 黃真瑱、劉大 優選

丁-1-8 053 萬大  國小 我好怕 劉艾菱 張乃心 優選

丁-1-9 056 老松  國小 毛毛蟲小瑋 洪瑋辰 夏歆惠 優選

丁-1-10 133 內湖  國小 ？樹 趙柏瑄 林貞秀、高偉 優選

丁-1-11 139 明湖  國小 我的天線寶寶 黎澤青 廖婉伶、黃美 優選

丁-1-12 139 明湖  國小 我的花園 張芷瑄 范曉菁 優選

丁-1-13 140 麗山  國小 我愛坪林 廖彥竣 吳金燕 優選

丁-1-14 002 西松  國小 快樂的獨角以 李博翰 何敏瑜 佳作

丁-1-15 012 三興  國小 我的家園 陸慧中 童梨玲、郭玉 佳作

丁-1-16 025 金華  國小 愛大自然的莉卡 鄧 芸 李佳娣 佳作

丁-1-17 026 古亭  國小 我的鳥類圖鑑 蔡穹翰 蔡瑞玲 佳作

丁-1-18 018 濱江  國小 八里的春夏秋冬 吳曜廷 廖瑞珍 佳作

丁-1-19 058 福星  國小 蛻變 張謹行 謝佳純、翁素 佳作

丁-1-20 096 北投  國小 怪怪蟲 余曜 黃淑嬌 佳作

丁-1-21 132 三玉  國小 我的植物鄰居們 郭仁山 黃美娟 佳作

丁-1-22 139 明湖  國小 我的庭院 蔡侑宸 范曉菁 佳作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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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丁-2-1 003 敦化  國小 葉子的愛 王維熙 吳雅慧、李淑 特優

丁-2-2 005 民權  國小 我的獨角以日記 藍友綸 唐于凡 特優

丁-2-3 010 永春  國小 一滴雨 柯怡惠 朱玉汝 特優

丁-2-4 046 市教大  附小 存時間 彭立恩 陳玉珠 特優

丁-2-5 141 新湖  國小 嘆為觀「紙」 楊紓寧 陳啟秀 特優

丁-2-6 142 文湖  國小 我在花園裡看到 郭彥呈 王莉娟 特優

丁-2-7 144 南湖  國小 停一下！ 黃立雅 黃慶玫、呂瑞 特優

丁-2-8 045 忠孝  國小 垃圾大怪物 潘怡潔 蕭靜莉、黃雅 優選

丁-2-9 053 萬大  國小 北極熊想回家 陳聖祐 宋小瑜 優選

丁-2-10 069 明倫  國小 奇妙的海底世界 王婕妤 黃筱雯 優選

丁-2-11 096 北投  國小 綠寶石 楊承勳 楊愛慧 優選

丁-2-12 097 逸以  國小 抓抓抓-生態觀察 陳華芊 鄭翠環 優選

丁-2-13 114 士林  國小 我的生物冬令營 陳冠蓁 廖麗華 優選

丁-2-14 114 士林  國小 我是一條小河 林楷易 廖麗華 優選

丁-2-15 143 大湖  國小 我的血液 黃有澤 鄭婷文 優選

丁-2-16 143 大湖  國小 我的小菜園 林立妤 鮑蘭英 優選

丁-2-17 144 南湖  國小 南湖愛美麗 譚子洋 洪雅真 優選

丁-2-18 003 敦化  國小 用行動愛地球 簡劭寰 黃后蕾、許雁 佳作

丁-2-19 004 民生  國小 我的神秘好友~蟾蜍 洪  薇 曾伊薇、胡雪 佳作

丁-2-20 022 幸安  國小 我愛自然生態 熊致甯 侯淑媛 佳作

丁-2-21 030 中山  國小 我愛動物 王亯雩 戴秀英、林黛 佳作

丁-2-22 032 長安  國小 樂瑝地球小幫手 黃婕瑜 童梅齡 佳作

丁-2-23 047 東門  國小 我的動物星球 李岳霖 薛秀輝 佳作

丁-2-24 058 福星  國小 愛護地球 張家齊 張小芬、翁素 佳作

丁-2-25 081 興隆  國小 我最愛的動物 王恩妮 李淑如 佳作

丁-2-26 093 興華  國小 橘色奇蹟 賴姿吟 王育玲 佳作

丁-2-27 121 劍潭  國小 嗨！新朋友 李文楷 許民憲、何淑 佳作

丁-2-28 127 雨農  國小 小蜜蜂之綠建築-生態美學 林奎瀚 洪雪 佳作

丁-2-29 127 雨農  國小 我的生態教育書 何佩穎 孫薇雯 佳作

丁-2-30 132 三玉  國小 我的地貌觀察-大地的反撲 韓德妘 林素霞 佳作

丁-2-31 305 立人  小學 環保的公公婆婆 但漢庭 劉家貝 佳作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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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丁-3-1 003 敦化  國小 小菜園的故事 李柏蔚 張淑勤、林秋 特優

丁-3-2 004 民生  國小 我可以為地球做些什麼 李若維 郭蒓青、李淑 特優

丁-3-3 008 健康  國小 我的知性之旅 林穎恩 董芸 特優

丁-3-4 037 吉林  國小 My Robot Can Change the World 卓立杰 陳桂香 特優

丁-3-5 126 葫蘆  國小 美麗的代價 鄭采瑜 蔡明忠、郭春 特優

丁-3-6 138 康寧  國小 小丑魚的願望 陳寬謙 陳韻如、董霏 特優

丁-3-7 004 民生  國小 拜託，拜託，不要吃！ 蘇兆維 蔡宜真、戴敬 優選

丁-3-8 016 永吉  國小 小小觀察家 謝宇涵 倪淑貞 優選

丁-3-9 026 古亭  國小 荒野中的小貓頭鷹 林昕儒 趙秋玲 優選

丁-3-10 027 銘傳  國小 黑面琵鷺的家 蔣雨潔 王品心、戴心 優選

丁-3-11 049 雙園  國小 雙園的香草市集 陳思璇、胡韡心 賴怡君、鄭慧 優選

丁-3-12 053 萬大  國小 我最喜歡的地方 褚心榆 戴宏真 優選

丁-3-13 082 志清  國小 拯救地球大作戰 劉曜誠 張雅淳 優選

丁-3-14 119 雨聲  國小 浪費食物的小松鼠 楊雅竹 劉福美 優選

丁-3-15 133 內湖  國小 湖中的霸王 郭思雅 鄭美娟、劉桂 優選

丁-3-16 144 南湖  國小 我的大黑豔蟲 杜坤翰 黃智敏 優選

丁-3-17 005 民權  國小 嚕嘰咕冒險奇遇記 黃品嘉 李  璿 佳作

丁-3-18 016 永吉  國小 水果的奇幻旅程 謝佳穎 吳佩真 佳作

丁-3-19 027 銘傳  國小 丹丹想要活下去 葉昱佑 鄧伊瑄、戴心 佳作

丁-3-20 037 吉林  國小 幸福村莊 曾于庭 陳桂香 佳作

丁-3-21 037 吉林  國小 尊重小生命 陳威寰 王錦俐 佳作

丁-3-22 082 志清  國小 小孢子歷險記 楊涵宇 陳淑芬、徐慧 佳作

丁-3-23 136 東湖  國小 小典奇遇記 陳紀妙 張景翔 佳作

丁-3-24 144 南湖  國小 三隻「海豬」 林玉霖 徐麗明、王麗 佳作

丁-3-25 144 南湖  國小 保特瓶歷險記 侯博祥 黃智敏 佳作

丁-3-26 300 靜心  小學 來自未來的警告 陳懌 李曉菁、高家 佳作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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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聯絡箱 學校 名稱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丁-4-1 011 光復  國小 巴特星 黃郁庭 楊雅芬 特優

丁-4-2 035 大佳  國小 生態走廊-陸海空三部曲 劉羿伶、蘇籥 林麗珠、戴伊 特優

丁-4-3 060 蓬萊  國小 寄居蟹的心聲 林季鋐 廖彗君、張翠 特優

丁-4-4 061 日新  國小 美麗的家鄉，您躲到哪裡了? 吳沁蓁、沈佳瑢 蔡麗鈴 特優

丁-4-5 121 劍潭  國小 消失的草莓園 李昭慧 許李冊、許民 特優

丁-4-6 125 雙溪  國小 我的雙溪我的家 黃若縈 康宛如、張瑜 特優

丁-4-7 133 內湖  國小 小男孩的都都烏 駱沛承 薛美玲 特優

丁-4-8 003 敦化  國小 小瓢蟲大遷徙 張愷銘 林青蓉、王素 優選

丁-4-9 005 民權  國小 假如我有一隻神筆 彭寶萱 朱淑芬 優選

丁-4-10 006 民族  國小 阿公的咖啡園 馬嫚均 林惠芬、李秀 優選

丁-4-11 020 龍安  國小 小以女搬家記 陳世潔 陳乃綺 優選

丁-4-12 109 明德  國小 蟲蟲小書 李品杰 李淑玲、辜雅 優選

丁-4-13 127 雨農  國小 臺灣盾蝸牛-芝山岩生態小書 林于文 朱翠貞 優選

丁-4-14 127 雨農  國小 榕樹爺爺和他的朋友們~惠濟宮 尤泓文 汪秀芬 優選

丁-4-15 129 文昌  國小 快樂頌 許聖浩 李開帄、吳欣 優選

丁-4-16 002 西松  國小 魅力臺北真美麗 洪羽承、李孝安 李淑婷、賴怡 佳作

丁-4-17 012 三興  國小 魔法蘋果樹的秘密 陳子薇 郭嘉誼、陳嘉 佳作

丁-4-18 024 仁愛  國小 消滅蚊子特攻隊 彭湘絜 林佩瑩 佳作

丁-4-19 030 中山  國小 遇見五色鳥 葉羽龍 鄭莉頻 佳作

丁-4-20 041 河堤  國小 水神與地球 洪瑞澤 王鳳連 佳作

丁-4-21 041 河堤  國小 炫蜂之愛 蔣家齊 龔淑珍 佳作

丁-4-22 046 市教大  附小 珠頸斑鳩的觀察日記 張祐齊 林建祐 佳作

丁-4-23 061 日新  國小 小水母的心願 吳映萱 莊瑩玨、陳惠 佳作

丁-4-24 063 永樂  國小 小女孩的夢 徐嬿貽、張文珊 孫梅芳、顧玲 佳作

丁-4-25 063 永樂  國小 地球弟弟生病了 陳湘芸、湯子恬 陳世保、林冠 佳作

丁-4-26 097 逸以  國小 青蛙 張君儀 湯德瑤 佳作

丁-4-27 136 東湖  國小 內溝溪生態小書 姚宥如 杜碧華 佳作

(※編號前兩碼為類別與年級，第三碼為流水號，各類別獎項依據學校聯絡箱號碼順序排列，與名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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