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基隆市初賽得獎名冊 

 

C-01【繪畫類】國小低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鄭恩熙 搭遊覽車去旅遊 深澳國小 王品涵 

2 張晏翎 我最喜歡玩玩具 信義國小 張弘軒 

2 胥心茹 動物園 深美國小 簡名辰 

3 王上行 我在客廳打電腦 建德國小 無 

3 陳正豐 奇幻天空 五堵國小 林慧珊 

3 周釔函 我的腳我的鞋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吳君叡 海鮮大餐 仙洞國小 黃怡瑾 

佳作 蔡庭文 蟲蟲逛花園 仙洞國小 黃怡瑾 

佳作 楊詠傑 冠狀病毒防疫 長樂國小 楊沁宜 

佳作 蘇奕昕 隌爸爸保養車子 德和國小 謝紅玉 

佳作 張雅筑 愛貓家族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池宇芯 蟹老闆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陳宥蓁 阿嬤愛吃冰淇淋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涂然 孔雀 二信國小 莊詩瑩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基隆市初賽得獎名冊 

 

C-02【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張雅晽 等候室的一群人 七堵國小 無 

2 謝明軒 動物世界 長興國小 蘇燕琪 

2 洪品葳 不速之客 七堵國小 無 

3 曹丞藩 划龍舟 深澳國小 黃冠銘 

3 楊釉晰 想念部落 七堵國小 無 

3 周琳恩 快樂有魚 二信國小 莊詩瑩 

佳作 連苡媃 媽咪幫我洗香香 仙洞國小 黃怡瑾 

佳作 藍天晟 怪物入侵 武崙國小 周穗綾 

佳作 張詠絜 鸚鵡的教室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江承育 工作中的美甲師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曾梓淇 日常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江昕諾 特別的臺灣藍鵲 復興國小 張嘉玲 

佳作 丁柏源 原始人 復興國小 張嘉玲 

佳作 陳子妍 可愛的小貓 復興國小 張嘉玲 

佳作 劉玟希 花藝大師 復興國小 張嘉玲 

佳作 陳嬿羽 馬戲團 南榮國小 魏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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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李思賢 神奇的機器人世界 信義國小 謝謨 

2 何瑞庭 美味點心賽車場 信義國小 謝謨 

2 鄭心庭 雙魚城 信義國小 林文心 

3 李品妍 點心世界 信義國小 謝謨 

3 陳沛芸 角落生物小學 信義國小 謝謨 

3 賴彥蓉 鳳梨汽水遊樂園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林依璇 甜蜜的冰淇淋泳池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任苡瑄 可愛的兔子馬車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陳品璇 小精靈的點心王國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陳語彤 浪漫花園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顏宇菲 宇菲的奇妙甜點天堂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葉穎玹 甜品屋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林尚澐 奇妙的滑梯冰淇淋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胡晴涵 粉色小貓遊樂園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簡本寧 甜點王國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時啟亘 冰島上的恐龍堡塔 信義國小 謝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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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葉沛蓉 撈魚 德和國小 許文清 

2 郭品均 家庭理髮 七堵國小 無 

2 黃秉晟 額溫槍 七堵國小 無 

3 吳姿婷 辛勤 成功國小 無 

3 林采頤 「響食天堂」 信義國小 王筑韻 

3 温唯岑 商場一隅 深美國小 無 

佳作 蘇子涵 九份 成功國小 無 

佳作 戴塏芹 太空漫步 德和國小 謝紅玉 

佳作 李品璇     龍迎春福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邵毓媗 快樂的地球村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高靖童 巨型昆蟲特展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蕭予涵 花語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陳禹亘 守護 二信國小 莊詩瑩 

佳作 黃子馨 專注 二信國小 莊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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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蔡馥竹 辛勤 信義國小 無 

2 張子云 時空大戰 信義國小 林純安 

2 黃靖恩 來逛基隆廟口夜市! 信義國小 張聿瑄 

3 賴相穎 電梯的未來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曾湘文 啥?穿越到冰淇淋!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曾元翰 誤闖異世界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許哲維 逛 3C店 信義國小 陳建伶 

佳作 黃禹涵 水族之樂 信義國小 陳建伶 

佳作 林廷弋 異世界衣櫃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余宛諭 從古代來到未來的少女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李晨菲 時光飛速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連子慧 迷路在未來世界 信義國小 林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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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書法】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入選 栗沐謙 朱熹觀書有感 信義國小 康詩佩 

入選 吳若雅 錄宋朝朱熹春日 信義國小 康詩佩 

入選 顏名杏 江南春 信義國小 吳盈縈 

入選 李孟謙 唐朝王昌齡詩 信義國小 傅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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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書法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入選 古幼欣 詩句合集 武崙國小 江繡燕 

入選 郭軒岑 同題仙游觀 武崙國小 江繡燕 

入選 阮立晴 閣夜 仁愛國小 劉靜儀 

入選 李妍臻 唐詩一首 碇內國小 劉國正 

入選 賴爰蓁 唐詩一首 碇內國小 劉國正 

入選 簡亞新 唐朝杜甫-秋夕 信義國小 陳雅昕 

入選 陳天芸 唐朝李白清平調 信義國小 陳婉婷 

入選 林稚家 出塞 信義國小 李雅玲 

入選 鐘云徽 唐朝杜牧贈別 信義國小 李曜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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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張雅晽 感謝防疫英雄 七堵國小 無 

2 杜善允 紙要你愛惜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郭慧雅 

2 曾梓甯 我愛家鄉 七堵國小 王淑華 

3 陳沛嬅 未來銀行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郭慧雅 

3 池宇晴 讓家森呼吸 七堵國小 無 

3 楊恩慈 視界真美麗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林祈亘 祈「球」平安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楊富強 

佳作 侯尊堯 五蛙底家合唱團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張齊彧 熊熊愛著你 五堵國小 李淑芬 

佳作 葉映彤 寶島豆漿店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顏玲 愛月亮更愛地球 七堵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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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9【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黃冠羽 黑暗中的明亮城市 信義國小 林文心 

2 李昀澔 美味珍奶製造工廠 信義國小 謝謨 

3 杜翔澄 星際飛船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許曦文 武裝機器人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湯于翔 極速漢堡車 信義國小 謝謨 

佳作 卓可媗 樹的芬芳真美麗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高翊軒 翊軒的行動機械城 信義國小 謝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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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陳芷甯 樹洞裡的轉圈圈異世界 港西國小 楊智仲 

2 林其叡 無限.好奇!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翁綺苑 

2 辜傳森 防疫新生活 尚仁國小 無 

3 張岑恩 基隆中元祭 八堵國小 駱欣梅 

3 張嘉芯 來找碴讀書會 七堵國小 楊智偉 

3 徐筱媗 動物畫像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戴塏芹 深夜魚市 德和國小 謝紅玉 

佳作 詹眷澄 玩具維修站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張文嫣 永續地球愛無限 七堵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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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林芸綺 時光旅行蛋─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林純安 

2 張子云 寶島台灣─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2 邱運錡 台灣的命運─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3 羅以真 美麗的玉山─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3 林辰翰 回到外太空─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蔡馥竹 動物的哀傷─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佳作 邱柏涵 台灣藍鵲之美─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佳作 施易卉 基隆‧海產─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張聿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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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傅柏鈞 有求必應 暖西國小 呂春美 

2 張齊彧 誤闖猛獸世界 五堵國小 李淑芬 

2 翁愷竣 不要再丟垃圾了 暖西國小 翁姍慧 

3 陸亭羽 保佑幸福的臺灣 暖西國小 曹貴琴 

3 羅允樂 吶喊的礦工 東信國小 馬南欣 

3 黃心妤 哇!新鞋來了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潘璿中 惡魔之城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林昊辰 驚人「食」速 深美國小 簡名辰 

佳作 黃秉鈞 自食惡果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葉映彤 只要我長大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朱廷叡 我的暑假漫遊記 二信國小 莊詩瑩 

佳作 吳沁璇 兒時記趣 二信國小 莊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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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李蕎伊 天堂與地獄 信義國小 林文心 

2 李承峰 沙漠戰甲 信義國小 林文心 

2 黃翊茹 龍之城 信義國小 林文心 

3 詹嵂堯 無憂無慮 信義國小 林文心 

3 徐子傑 空中的章魚城堡 信義國小 林文心 

3 史幸恩 移動的房子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栗沐謙 飛船上的城堡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吳予希 怪物上的城市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簡培紜 幽靈天堂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汪子晴 飛吧!香菇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林粲娟 黑貓的空中城堡 信義國小 林文心 

佳作 李姿蓓 動物城堡 信義國小 林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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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葉沛蓉 一｢罩｣難求 德和國小 許文清 

2 林采頤 良辰美景奈何天 信義國小 王筑韻 

2 宋翊瑄 知疫行難 七堵國小 楊智偉 

3 高任瑜 文化沉迷 安樂國小 高裕閔 

3 莊宜臻 連鬼都怕的病毒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3 鄭宇家 瘋狂科學家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陳紫瑄 動漫人物形象設計 安樂國小 彭志偉 

佳作 柳柏霖 荒野大冒險 安樂國小 高裕閔 

佳作 林展樂 空中的四季之旅 月眉國小 林純安 

佳作 徐筱媗 鑽進動漫世界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郭禹安 四季遊美加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余冠緯 成家難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蘇筠淇 美食傳送員 七堵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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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傅霈粼 奇妙宇宙? 信義國小 林純安 

2 陳品崑 口罩之惡 信義國小 陳建伶 

2 邱運錡 拯救未來人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蕭楷哲 時間扭蛋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王家溱 戰爭的世界 信義國小 林純安 

3 蔡姵羽 來自異世界的少女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李沁紘 要玩遊戲，先讀好數學 信義國小 陳建伶 

佳作 簡立姸 崩潰帶娃記 信義國小 陳建伶 

佳作 謝雨岑 釣魚趣 信義國小 陳建伶 

佳作 王軄愷 失控的場面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馮榮漢 對比的時空 信義國小 林純安 

佳作 羅以真 哈囉，你好! 信義國小 林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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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水墨類】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黃秉鈞 九龍香爐 七堵國小 無 

2 李軍燁 愛畫畫的大姐姐 五堵國小 呂佳汝 

2 張詠絜 棉頭絹猴 七堵國小 無 

3 楊采恩 市場口 七堵國小 無 

3 曾梓甯 形形色色的乘客 七堵國小 無 

3 江承育 工作中的人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郭亭妤 兔子花園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吳芷怡 漂亮的梅花鹿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李珮瑜 動物園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鄭允婷 石虎家族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洪苡禎 鴨子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池宇晴 假日聚餐 七堵國小 無 

佳作 顏玲 涼一下 七堵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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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水墨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張嘉芯 慈雲寺寫生 七堵國小 楊智偉 

2 鍾御字 捉寶趣 七堵國小 無 

2 蘇荺淇 買菜 七堵國小 無 

3 蕭予涵 相約來運動 七堵國小 無 

3 詹眷澄 玩把戲 七堵國小 無 

3 盧羿 崁仔頂的豐盛 二信國小 莊詩瑩 

佳作 趙苡婷 十分幸福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俞鈞貴 病毒退散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高靖童 購物趣 七堵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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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版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張維恩 考試的壓力 信義國小 王菱玉 

2 吳偉郡 放肆中的哀愁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簡怡嵐 

2 韓孟耘 叢林競賽 復興國小 林辛儒 

3 李唯禎 斑馬跳舞 碇內國小 劉國正 

3 林若妍 騎腳踏車 碇內國小 劉國正 

3 江雨柔 獨角仙 堵南國小 賴志萍 

佳作 李宇晴 石虎家族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蔡昀欣 鳥的世界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賴容瑢 節奏表演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林品佑 音樂課 碇內國小 劉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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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版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1 蔡宇甯 養育 復興國小 林辛儒 

2 黃海琳 遇難的龍舟 信義國小 張聿瑄 

2 朱芷寧 野火 復興國小 林辛儒 

3 曾品心 和媽媽夏日遊園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3 曾品皓 生命耗盡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3 林忻慧 恐龍戲水趣 碇內國小 林釗維 

佳作 趙苡婷 翱翔天際 輔大聖心高中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吳銓軒 原住民節慶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陳睿綸 桌上靜物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洪韻佳 拾「碎」 信義國小 張聿瑄 

佳作 陳則宇 人的吶喊 信義國小 張聿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