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身心障礙兒童繪畫比賽得獎名單如下，請確認作者姓名及報名編號均相同，如有疑問

請向本協會連絡，鼓勵獎為新增獎項，因有許多小朋友表現優秀，才特別新增鼓勵獎來鼓勵小朋

友繼續創作，故各組人數均不相同。   

  以下得獎作品將於 102 年 9 月 25 日到 10 月 6 日假台北新光三越百貨 A9 館 8 樓展覽廳展出，

頒獎典禮於 9 月 28 日下午 1 點舉行，歡迎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來參加。  

 

第五屆 身心障礙兒童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低年級組) 

 

報名編號 作者姓名 參加組別 作品(文章)名稱 獎項 

20130000365 汪妙玲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特優 

20130000494 楊承昀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特優 

20130000753 關坤學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快樂的農夫 優等 

20130001217 鄭羽恩 低年級組 夢想中的太空旅行 優等 

20130000190 李妍萱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我的藝術作品展 優等 

20130000053 張立賢 低年級組 我最愛吃的食物 優等 

20130000051 徐靖遠 低年級組 景美觀光商圈 優等 

20130000039 吳翊維 低年級組 我的夣想 佳作 

2013000029 吳睿承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人人都是好朋友 佳作 

20130000054 梁宏軍 低年級組 我的速食王國 佳作 

20130000712 黃麗婷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快樂的在天空飛翔 佳作 

20130000470 賴壬沭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006 張簡博銘 低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充滿元氣的旅程 佳作 



20130000222 曾靖文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562 黃郁瑋 低年級組 奇奇管家 佳作 

20130000079 黃翊軒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1189 曾柏睿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562 陳宇桓 低年級組 我想成為一個游泳健將 鼓勵 

20130000613 陳聖杭 低年級組 繪畫組:我也可以是畢卡索 鼓勵 

20130000646 陳智偉 低年級組 我的夢想--幸福快樂的生活 鼓勵 

 

 

第五屆 身心障礙兒童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中年級組) 

 

報名編號 作者姓名 參加組別 作品(文章)名稱 獎項 

20130000012 石廣桐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小丑 特優 

20130001143 邱澤濬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優等 

20130000055 顏士閎 中年級組 動物醫院 優等 

20130000308 陳慧如 中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優等 

20130000081 廖律涵 中年級組 我的台中美食地圖 優等 

20130000353 范丞邑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大海遊記 優等 

20130001185 龔荻茜 中年級組 騎單車去旅行 佳作 

20130000354 張韶心 中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佳作 

20130000692 吳秉謙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352 林家弘 中年級組 萬能的二手車商 佳作 

20130000052 張悠洋 中年級組 逛夜市 佳作 

20130001220 彭士瑋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505 陳志宥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像唐吉軻德一樣行俠仗

義 
佳作 

20130000984 黃彩綝 中年級組 我夢想中的動物園 佳作 

20130000085 許博智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攝影師 佳作 

20130000392 張曉芹 中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佳作 

20130000786 陳澤奕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一海底世界遊樂園 佳作 

20130000694 游登謙 中年級組 補魚達人 鼓勵 

20130000616 林辰宇 中年級組 繪畫題目:划龍舟 鼓勵 

20130000070 吳佳和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 玩衝浪 鼓勵 

20130000662 林英傑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189 陳千馥 中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快樂的野餐) 鼓勵 

20130000707 黃怡薰 中年級組 幸福的滋味~彰化 鼓勵 

20130000255 徐韻絜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1231 呂淳濤 中年級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1187 曾柏凱 中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鼓勵 

 

 

 

第五屆 身心障礙兒童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高年級組) 



 

報名編號 作者姓名 參加組別 作品(文章)名稱 獎項 

20130000978 郭子傑 高年級組 高雄美食地圖 特優 

20130000364 賴仲賦 高年級組 美食地圖-爸爸的愛 優等 

20130000829 鄭其龍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時尚玩家我最行 優等 

20130000834 簡卲庭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美味宜蘭 優等 

20130000065 陳建智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 我是順風耳 優等 

20130000508 陳睿騏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優等 

20130001246 盧有柔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優等 

20130001042 林育陞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林書豪 佳作 

20130000617 陳聖佑 高年級組 繪畫組:我是一位廚師 佳作 

20130000475 賴姿穎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722 高云晏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佳作 

20130000971 俞孟杰 高年級組 尋找美食天堂 佳作 

20130000200 莊鈞凱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我是一個昆蟲學家 佳作 

20130000233 葉怡萍 高年級組 火紅的仙人掌冰 佳作 

20130001085 楊宸鳴 高年級組 我的飛行夢 佳作 

20130001101 蔡瀚升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1201 劉家瑜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逛夜市 佳作 



20130000717 林升宏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鼓勵 

20130000453 歐承恩 高年級組 補鮪魚達人 鼓勵 

20130000013 馬維柔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069 吳偉誠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 坐摩天輪 鼓勵 

20130000274 郭子瑄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037 江湛 高年級組 我的美食地圖 鼓勵 

20130000458 喬儀芳 高年級組 西瓜達人 鼓勵 

20130001278 柯品劭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環遊世界 鼓勵 

20130001296 顏雋逸 高年級組 吃 pizza 鼓勵 

20130000358 蔡泓光 高年級組 我的夢想是 航海家 鼓勵 

 

 

 

第五屆 身心障礙兒童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國中組) 

 

報名編號 作者姓名 參加組別 作品(文章)名稱 獎項 

20130000041 胡馨尹 國中組 搖搖馬的謬思 特優 

20130000185 謝承佑 國中組 悠遊繪畫創作天地 優等 

20130000588 魏廷亘 國中組 我的夢想 優等 

20130000167 林筠蓁 國中組 我的夢想-動畫創作 優等 

20130000103 陳怡采 國中組 幸福的火鍋 優等 



20130000103 林伯燊 國中組 我的夢想/老鷹 優等 

20130000252 廖芳誼 國中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01209 陳婉坪 國中組 蘭潭上的蓮花野餐 佳作 

20130001090 張家菱 國中組 我的夢想 佳作 

20130001219 吳冠霖 國中組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到處旅行的藝

術家 
佳作 

20130000974 陳亮均 國中組 我的美食地圖-安平懷念的滋味 佳作 

20130000009 蘇芳萱 國中組 我的夢想： Kitty 的祕密花園 佳作 

20130000693 劉昱辰 國中組 我的美食地圖 佳作 

20130000337 胡尹柔 國中組 只想和您在一起 佳作 

20130000963 施怡君 國中組 我的美食地圖─美味包子 佳作 

20130000004 徐品 國中組 搭太空船去星際冒險 佳作 

20130000985 蔡季蓁 國中組 我的夢想─漫畫達人 鼓勵 

20130000411 林龍 國中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595 李宇恩 國中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253 劉筱音 國中組 我的夢想 鼓勵 

20130000817 陳品嘉 國中組 我的美食地圖 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