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一二年級組得獎名單

編號 作者姓名 障    別 作品名稱 各組名次

8 張曉芹 聽障/重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特優

21 吳承宇 多障(智、自)/中度 我最喜歡過年 優等

16 黃梓芹 自閉症/中度 我最喜歡吃西瓜 優等

4 黃柏儒 視障/輕度 划龍舟 優等

15 鄒馨輝 呼吸器官失去功能/極重度 我要變成隱形人 優等

6 劉怡秀 聽障/中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優等

22 陳千馥 先天其他異常/輕度 我愛夏天 佳作

24 曾柏凱 聽覺障礙 我愛夏天-快樂的海灘 佳作

3 柯廷綸 聽障/重度 仲夏之夜 佳作

26 遊騰鈞 自閉症/中度 每天都有草莓牛奶 佳作

10 林柏安 多重障礙(肢智)/重度 快樂的夏天 佳作

11 陳清德 智障/輕度 我的重型機車 佳作

31 顧雁寧 肢障/中度 飛翔的女孩 佳作

9 謝品寬 自閉症/輕度 色彩繽紛的夏天 佳作

18 呂衡臣 自閉症/中度 我最喜歡的季節-夏天來了 佳作

42 廖律涵 聽障/重度 環遊世界 佳作

19 李巧琳 聲語障/輕度 我最喜歡的季節-夏天來了 鼓勵

30 劉建麟 注意力缺損過動症、情緒障礙美麗又熱鬧的夏日 鼓勵

33 鄭芙寧 聽障/重度 粉紅色春天 鼓勵

12 林成宇 讀寫障礙 我的夢想 鼓勵

國小三四年級組得獎名單

編號 作者姓名 障    別 作品名稱 各組名次

72 劉家瑜 罕見疾病/重度 我想買蛇板 特優



48 陳聖佑 自閉症/輕度 生日狂歡會 優等

49 陳文賓 智障/輕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優等

56 洪裕堯 聽障/重度 我的志願 優等

69 林郁翔 多障(智、肢)/中度 我最喜歡聖誕節 優等

52 吳佳錡 自閉症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變出

萬能機
優等

54 郭子瑄 重器障/輕度 西瓜園 佳作

87 黃侑駿 聽障/重度 熱情的夏天 佳作

155 鄭光洧 聽障/重度 我的夢想 佳作

60 林靖喬 自閉症 我的夢想 佳作

77 吳靜蓉 自閉症/輕度 長大當新娘婚紗設計師 佳作

61 黃靖翔 多重障礙/重度 我的夢想 佳作

80 林熙懷 自閉症/輕度 無民英雄大戰巨龍王 佳作

88 楊志河 學習障礙 熱鬧的廟會 佳作

50 盧有柔 自閉症(輕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佳作

63 吳鎧帆 自閉症/輕度 我的願望 佳作

84 陳菱雅 學習障礙 聖誕節快樂 鼓勵

79 高彬皋 自閉症/輕度 創意龍舟賽 鼓勵

71 繆鄀望 智障/重度 我想要當救火英雄 鼓勵

66 謝威俊 智障/中度 我最喜歡的季節-夏天 鼓勵

國小五六年級組得獎名單

編號 作者姓名 障    別 作品名稱 各組名次

125 蔡奕琳 多障(肢先罕)/中度 我最喜歡聖誕節 特優

112 廖經碩 多重障礙/重度 我率領兵馬俑大軍 優等

98 陳品嘉 自閉症/輕度 我的志願 優等

134 黃崇軒 語言及學習障礙 夏天的港口 優等



139 徐    品 發展性學習障礙 悠遊海底的涼夏 優等

146 葉恬語 智能障礙/中度 蝴蝶仙子 優等

100 陳婉坪 多重障礙/極重度 我的移動魔法 佳作

129 張慧瑜 多障(閉智)/中度 兒童節的遊樂園 佳作

96 羅文成 自閉症/中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佳作

141 吳冠霖 聽障/中度 創意廚師 佳作

138 劉子揚 自閉症 神勇的攻擊鋼彈 佳作

144 李彥霆 聽障 端午佳節 佳作

104 翁明玉 自閉症/中度 我的夢想-提琴與我 佳作

114 張呈浩 肢障/輕度 我最喜歡中秋節 佳作

107 孔繁承 情緒障礙 我是三國時代大將軍 佳作

142 陳澤宏 自閉症/中度 電腦維修員 佳作

130 潘恩怡 多重障礙/中度 服裝設計師 鼓勵

119 陳嬿竹 多障(智、肢)/中度 我最喜歡的季節-春天 鼓勵

121 周雨柔 聽障/重度 我最喜歡的季節就是夏天 鼓勵

93 朱裕涵 染色體異常/極重度 如果我有超能力 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