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類組 區 學校名稱 作者姓名

1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小 吳沛昀

2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小 沈品薰

3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小 何思嫻

4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小 高苡捷

5 靜態類 大甲區 日南國小 吳子錚

6 動畫類 大肚區 大肚國小 趙子萱

7 靜態類 大肚區 大忠國小 陳瑋璘

8 靜態類 大肚區 山陽國小 胡怡芳

9 靜態類 大肚區 山陽國小 林艾靚

10 靜態類 大肚區 瑞井國小 陳籽羽

11 動畫類 大肚區 瑞井國小 呂柏翰

12 靜態類 大里區 永隆國小 林采辰

13 靜態類 大里區 美群國小 全喬蔚

14 動畫類 大里區 美群國小 黃婕如

15 動畫類 大里區 美群國小 林惠婷

16 靜態類 大里區 塗城國小 張又芸

17 靜態類 大里區 瑞城國小 江嘉祐

18 靜態類 大里區 瑞城國小 黃翎喬

19 靜態類 大雅區 三和國小 吳櫻蕾

20 靜態類 大雅區 上楓國小 劉錦淑

21 靜態類 大雅區 上楓國小 徐惠珍

22 靜態類 大雅區 文雅國小 蘇珈誼

23 靜態類 太平區 長億國小 柯家家

24 靜態類 太平區 長億國小 謝宜臻

25 靜態類 太平區 建平國小 林虹均

26 靜態類 太平區 建平國小 林鈺萍

27 靜態類 太平區 新光國小 盧姎琪

28 動畫類 太平區 頭汴國小 林芷卉

29 靜態類 北屯區 陳平國小 許乃珩

30 靜態類 北區 賴厝國小 吳玳臻

31 靜態類 北區 賴厝國小 李芯琴

32 靜態類 外埔區 外埔國小 王紫凌

33 靜態類 外埔區 外埔國小 呂元誠

34 靜態類 外埔區 外埔國小 吳修芳

35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中 吳敬瑩

36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中 李彥辰

37 靜態類 大甲區 大甲國中 林若喬

38 動畫類 大甲區 大甲國中 柯妘蓁

39 靜態類 大安區 大安國中 黃法蓉

40 靜態類 大安區 大安國中 陳亭妤

41 動畫類 大安區 大安國中 林純禎

42 動畫類 大安區 大安國中 陳萱芳

43 動畫類 大安區 大安國中 朱玫玫

44 靜態類 大雅區 大華國中 吳書竺

45 靜態類 大雅區 大雅國中 陳槐秀



46 靜態類 南屯區 大墩國中 蒲羿妃

47 靜態類 南屯區 大墩國中 馬于蘋

48 靜態類 北屯區 大德國中 張 玲

49 靜態類 北屯區 大德國中 李青育

50 靜態類 北屯區 大德國中 呂承翰

51 動畫類 北屯區 大德國中 陳予彤

52 動畫類 北屯區 大德國中 吳昀萱

53 靜態類 太平區 中平國中 楊芸喬

54 動畫類 太平區 中平國中 許育瑋

55 動畫類 太平區 中平國中 蔡芳沂

56 靜態類 北區 五權國中 李依蘋

57 靜態類 北區 五權國中 李珮甄

58 靜態類 北區 五權國中 徐瑋彤

59 靜態類 北區 五權國中 陳奕翰

60 靜態類 北區 五權國中 盧鼎傑

61 動畫類 北區 五權國中 林巧涵

62 動畫類 北區 五權國中 徐立菡

63 動畫類 北區 五權國中 劉雨旻

64 動畫類 北區 五權國中 林明璇

65 動畫類 北區 五權國中 顏明柔

66 靜態類 太平區 太平國中 李詩潔

67 靜態類 太平區 太平國中 陳昱甄

68 靜態類 太平區 太平國中 張雅青

69 靜態類 太平區 太平國中 朱婧瑜

70 靜態類 沙鹿區 北勢國中 紀伊庭

71 靜態類 北屯區 北新國中 葉芷菱

72 靜態類 北屯區 北新國中 林馥璇

73 靜態類 北屯區 北新國中 張哲瑜

74 靜態類 北屯區 北新國中 蔡明蓁

75 靜態類 北屯區 四張犁國中 陳采婕

76 靜態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林敬捷

77 靜態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李佩旻

78 靜態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林渝喬

79 動畫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林雅量

80 動畫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陳天心

81 動畫類 龍井區 四箴國中 徐懷恩

82 靜態類 外埔區 外埔國中 王曉珍

83 動畫類 外埔區 外埔國中 韋冠如

84 動畫類 外埔區 外埔國中 鄧鈺樺

85 靜態類 霧峰區 光復國中小 彭伊娃

86 靜態類 后里區 后里國中 徐詩琳

87 靜態類 西屯區 安和國中 李聖智

88 靜態類 西屯區 安和國中 徐靖媛

89 靜態類 西屯區 安和國中 黃觀如

90 動畫類 西屯區 安和國中 許惠雯

91 靜態類 大里區 成功國中 謝宜潔



92 靜態類 大里區 成功國中 洪雯庭

93 動畫類 大里區 成功國中 林雨璇

94 靜態類 沙鹿區 沙鹿國中 王少芃

95 靜態類 沙鹿區 沙鹿國中 周佳怡

96 靜態類 沙鹿區 沙鹿國中 卓均而

97 靜態類 烏日區 烏日國中 吳旻諼

98 靜態類 烏日區 烏日國中 李郁樺

99 靜態類 烏日區 烏日國中 賴品樺

100 動畫類 烏日區 烏日國中 吳瑞芬

101 動畫類 烏日區 烏日國中 楊喻丞

102 靜態類 神岡區 神圳國中 林雨昶

103 靜態類 神岡區 神岡國中 紀婷惠

104 動畫類 神岡區 神岡國中 沈毓容

105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水國中 李佩芸

106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水國中 朱冠蓉

107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泉國中 陳姿穎

108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泉國中 李佳靜

109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泉國中 王祺雅

110 靜態類 大甲區 順天國中 賴媄榆

111 靜態類 大甲區 順天國中 江紫伶

112 靜態類 太平區 新光國中 王欣怡

113 靜態類 太平區 新光國中 梁家寧

114 靜態類 太平區 新光國中 李婕澐

115 靜態類 西屯區 漢口國中 張萃倫

116 靜態類 西屯區 漢口國中 蘇瑞容

117 靜態類 龍井區 龍津國中 陳信宏

118 靜態類 豐原區 豐東國中 葉欣亞

119 靜態類 豐原區 豐東國中 王怡茹

120 靜態類 豐原區 豐東國中 吳宣宜

121 動畫類 豐原區 豐東國中 吳驊苓

122 動畫類 豐原區 豐東國中 林品萱

123 靜態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林玟妤

124 靜態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廖孜婕

125 動畫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呂佳芸

126 動畫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莊惠如

127 動畫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陳婷均

128 動畫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莊以謦

129 動畫類 豐原區 豐南國中 林意婷

130 靜態類 豐原區 豐原國中 羅鈺婷

131 靜態類 豐原區 豐原國中 黃俊傑

132 靜態類 石岡區 石岡國小 邱謝蓁

133 動畫類 石岡區 石岡國小 吳承芳

134 靜態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 林佳慧

135 靜態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 周若馨

136 靜態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 洪聖涵

137 靜態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 游茵筑



138 動畫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國中部 呂欣倫

139 動畫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凌甄

140 動畫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國中部 施宜軒

141 動畫類 大里區 立人高級中學國中部 賴楚宣

142 靜態類 后里區 內埔國小 成怡佳

143 動畫類 后里區 月眉國小 洪暐翔

144 靜態類 西屯區 上安國小 陳柏佑

145 靜態類 西屯區 泰安國小 蔡岳穎

146 靜態類 西區 中正國小 羅安霖

147 動畫類 沙鹿區 公明國小 彭美娟

148 動畫類 沙鹿區 公明國小 林旻靜

149 動畫類 沙鹿區 北勢國小 王聖傑

150 動畫類 沙鹿區 北勢國小 林致寰

151 靜態類 北區 育仁小學 曾翊甯

152 靜態類 北區 育仁小學 李鈺婷

153 靜態類 北區 育仁小學 蕭鈺蓁

154 動畫類 北區 育仁小學 吳以馨

155 動畫類 北區 育仁小學 陳韋蓁

156 動畫類 北區 育仁小學 李杰儒

157 動畫類 北區 育仁小學 黃怡蓁

158 靜態類 北屯區 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李桐

159 動畫類 東區 成功國小 石犍仰

160 動畫類 東區 成功國小 林艾臻

161 靜態類 東勢區 中山國小 江亭葦

162 靜態類 東勢區 中科國小 羅房函

163 靜態類 東勢區 東勢國小 廖期琪

164 動畫類 東勢區 東勢國小 劉佳蓁

165 靜態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李瑜榛

166 靜態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王璟瑜

167 靜態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曾羿涵

168 靜態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梅寬琳

169 靜態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陳嘉苓

170 動畫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梁亞薰

171 動畫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辛宇凡

172 動畫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莊紫喬

173 動畫類 南屯區 大新國小 游景程

174 動畫類 南區 和平國小 胡允瞳

175 靜態類 烏日區 喀哩國小 陳佳佑

176 靜態類 清水區 清水高中 黃芷萱

177 靜態類 清水區 三田國小 孫若槐

178 靜態類 清水區 三田國小 陳逸嫻

179 靜態類 清水區 三田國小 陳霈縈

180 靜態類 清水區 三田國小 黃若萱

181 靜態類 大里區 僑泰高級中學 林珊琪

182 靜態類 大里區 僑泰高級中學 張名妮

183 靜態類 大里區 僑泰高級中學 薛佩君



184 動畫類 大里區 僑泰高級中學 劉庭聿

185 靜態類 潭子區 潭子國小 張乃文

186 靜態類 北區 曉明女中 吳心瑜

187 靜態類 北區 曉明女中 黃晴暄

188 動畫類 北區 曉明女中 黃鈺閔

189 動畫類 北區 曉明女中 劉巧媺

190 靜態類 龍井區 龍津國小 楊宇蓉

191 靜態類 龍井區 龍津國小 陳筱軒

192 靜態類 龍井區 龍港國小 張世旻

193 靜態類 龍井區 龍港國小 張芸蓁

194 靜態類 豐原區 富春國小 吳珮瑜

195 靜態類 豐原區 豐田國小 劉秉謙

196 靜態類 豐原區 豐村國小 陳璟瑗

197 靜態類 霧峰區 四德國小 林振祿

198 靜態類 霧峰區 萬豐國小 吳家同

199 動畫類 霧峰區 萬豐國小 李玟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