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校名稱 班級 學生姓名 級任導師 美勞老師 作品主題

南01 景興 507 王榕晨 徐昇旭 萬世芬 憶姐姐

南02 再興 6義 張承舜 楊慧玲 洪西馨 腳踏車比賽

南03 武功 601 林禹同 張凱超 蔡思嘉 部落長者

南04 興隆 604 邱若彤 歐可菁 張家琳 八家將

南05 銘傳 402 王黃蓉 許容馨 簡隆程 一秒鐘變臉換衣

南06 力行 403 黃家樑 高明星 高明星 熱氣球之旅

南07 力行 203 陳姿蓉 林育如 林育如 飛起來的蛇板

南08 永建 6孝 蕭妤安 林秀玲 李雪萍 幻想曲

南09
國北教大實

小
2己 廖靖恩 張琇惠 張琇惠 刷牙

南10 萬興 602 楊品謙 蔡祥 林資傑 真假難分

南11 新民 1忠 黃宥淳 陳淑貞 焦素玲 媽媽生氣了

南12 靜心 6愛 陳弘杉 楊淑嬌 李翎兆 原民神話─蛇郎君

南13 靜心 2愛 王恬芯 蔡宜君 林涵容 親子泡溫泉好幸福

南14 中山 5科學 姚敏德 馮美雯 吳玉珠 旋轉的咖啡杯

南15 博嘉 6甲 王昊玄 王妍之 游素錦 大象與海

南16 立人 5忠 蔡和恩 李毅玲 蕭靜娘 籃球趣

南17 大安 102 劉宜霏 陳姿樺 黃雅郁 陪妹妹打預防針

南18 大安 409 鍾欣妤 顏菀廷 王苑琪 露天音樂會

南19 大安 506 張嫚元 黃詒鈞 李湘雯 別再笑我了

南20 木柵 203 李宸曦 黃碧珠 黃碧珠 泡溫泉

南21 木柵 403 林凡霽 張琬琳 甯致遠 海底世界

南22 木柵 605 蘇晏嫻 楊以欣 李佩蓉 小蝸牛

南23 復興 4信 陳聖保 陳淑榆 郭姿君 世界建築巨獸踐踏著地球

南24 復興 3信 林志翰 蘇家慧 孫悟空

南25 景美 202 徐羽萱 鄭雅文 林萱晏 划龍舟

南26 明道 602 陳紫靈 黃建嘉 蔡幸芬 無人世界

南27 指南 3甲 王翔立 陳律歆 陳律歆 牧場的活動

南28 萬福 604 吳築宣 黃立婷 潘君嘉 快樂草泥馬樂園

南29 興華 402 林柔逸 蔡秀女 張鳳如 動物打擊音樂會

南30 興德 602 項晴 詹佳育 黃詠微 鄉間小路

南31 建安 612 廖育睿 黃鴻達 陳璽元 打鐵舖

南32 實踐 602 郭文琪 謝芷嫻 林文 與大自然和平共處

南33 金華 506 王蔚綸 簡曉荺 楊士欣 別搶我的螃蟹

南34 金華 501 陳冠誠 陳麗淑 楊士欣 養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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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35 幸安 504 林璟妤 張福鑫 鄧惠方 原住民

南36 幸安 203 林睿恩 陸淑敏 侯權真 刺蝟

南37 辛亥 402 樂芸妮 陳蓉萱 張瑞蘭 山地舞

南38 古亭 608 林杏柔 徐梅芳 劉香君 美食的背後

南39 古亭 508 洪翊敏 謝金助 吳佳謀 水果星樂園

南40 仁愛 411 邱柏硯 鍾秀慧 林欣陵 豐收

南41 仁愛 615 楊茹茵 林義勳 游學群 熱力台東─熱氣球嘉年華

南42 仁愛 211 黃以清 王慧靜 王慧靜 照鏡子

南43 龍安 208 陳謙億 林嬿 神豬大拜拜

南44 龍安 205 魏安倫 張淑芬 張淑芬 捉蟬

南45 新生 301 王至鈞 吳淑敏 鍾壁如 變色龍

南46 新生 103 陳星翰 陳嘉惠 張筑貽 變色龍與我

南47 溪口 201 劉丞鈞 江意文 江意文 我的小狗

南48 溪口 402 陸羽軒 張豫珍 張豫珍 原始人

南49 萬芳 604 范琹芷 高樹貴 朱懷純 月升日落

南50 萬芳 604 劉禹亨 高樹貴 朱懷純 熱鬧的廟會

南51 志清 503 劉芷妘 吳慈安 蔡文毓 奇幻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