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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競賽投稿作品達 2,817 件！ 

歷經各縣市初選及由洪蘭教授等五位專家的決選， 

得獎名單終於出爐！恭喜以下得獎人！ 

學生組優勝名單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獎次 縣別 校名 姓名 縣別 校名 姓名 縣別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嘉義 新埤國小 陳柏翰 臺東 初來國小 胡友家 苗栗 育英國小 徐試明 

第二名 雲林 東榮國小 黃禹浩 嘉義 北回國小 吳宜螢 苗栗 育英國小 徐國嘉 

第二名 臺東 初來國小 余采恩 嘉義 新埤國小 陳泰瑞  屏東                      石門國小 蔡舒儁 

第三名 雲林 東榮國小 吳姎璇 嘉義 北回國小 劉育齊 彰化 馬興國小 吳語新 

第三名 臺東 初來國小 王思捷 彰化 成功國小 鄭宇廷 嘉義 月眉國小 吳昇洋 

第三名 臺東 廣源國小 王  皓 屏東 琉球國小 許天恩 屏東 石門國小 陳儀安 

佳作 嘉義 景山國小 鄭昭輝 雲林 東榮國小 蔡宜琦 嘉義 南興國小 周祐晨 

佳作 臺南 層林國小 張秀中 彰化 馬興國小 謝沛辰 嘉義 月眉國小 倪梓芸 

佳作 嘉義 南興國小 黃玟欽 臺東 初來國小 湯薔葳 臺南 日新國小 郭宥妡 

佳作 彰化 馬興國小 吳育愷 嘉義 月眉國小 鄭建佑 臺東 利嘉國小 劉宣妤 

佳作 彰化 馬興國小 吳承祐 苗栗 育英國小 沈湘翎 臺東 福原國小 魏語臻 

佳作 嘉義 景山國小 林依瑩 臺南 層林國小 陳韋慈 屏東 石門國小 柯佩璇 

佳作 雲林 東榮國小 蔡晴方 臺南 隆田國小 張藜鏸 屏東 琉球國小 范意晴 

       

教師組優勝名單 

第一名：嘉義縣新埤國小/林君憲、第二名：嘉義縣月眉國小/嚴文林、第三名：苗栗縣育英國小/徐仕龍 

佳  作：嘉義縣重寮國小/邱沛琪、嘉義縣重寮國小/陳志誠 

 

優勝獎勵 

第  一  名（每組 1 名）獎金 5000 元，獎狀乙只 

第  二  名（每組 2 名）獎金 3000 元，獎狀乙只 

第  三  名（每組 3 名）獎金 2000 元，獎狀乙只 

學生組佳作：7 名，獎金 1000 元，獎狀乙只 

教師組佳作：2 名，獎金 1000 元，獎狀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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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前三名優勝作品 
 

 

低年級第一名 嘉義縣新埤國小國小/陳柏翰 

主題 : 愛撒嬌的寶貝 

 

中年級第一名 臺東縣初來國小/胡友家 

主題：表情逗趣的可可怪 

 

低年級第二名 臺東縣初來國小/余采恩 

主題：每個人都有厲害的地方 

 

中年級第二名 嘉義縣北回國小/陳泰瑞 

主題：小王子看夕陽 

 

低年級第二名 雲林縣東榮國小/黃禹浩 

主題 : 八田與一蓋水庫 

 

中年級第二名 嘉義縣北回國小/吳宜螢 

主題:遇見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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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第三名 雲林縣東榮國小/吳姎璇 

主題:認真的八田與一 

 

中年級第三名 嘉義縣北回國小/劉育齊 

主題:小王子與小女孩 

低年級第三名 臺東縣廣原國小/王思捷 

主題:只要我長大之放鞭炮 
 

中年級第三名 彰化縣成功國小西畔分校/鄭宇廷 

主題: 小王子的奇幻世界 

 

低年級第三名 臺東縣廣原國小/王 皓 

主題:勇士 

 

中年級第三名 屏東縣琉球國小/許天恩 

主題:可可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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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第一名苗栗縣育英國小徐試明 

主題：你的名字 

教師組第一名嘉義縣新埤國小林君憲 

主題： 電影版《小王子》欣賞有感 

高年級第二名苗栗縣育英國小徐國嘉 

主題：你的名字 

教師組第二名嘉義縣月眉國小嚴文林 

主題：體會生命的美好 

高年級第二名屏東縣石門國小蔡舒儁 

主題：《只要我長大》觀後心得 

教師組第三名苗栗縣育英國小徐仕龍 

主題：緣起，不滅〈你的名字〉觀後感 

高年級第三名彰化縣馬興國小吳語新 

主題：佐賀的超級阿嬤 

高年級第三名屏東縣石門國小陳儀安 

主題：《只要我長大》觀後心得 

高年級第三名嘉義縣月眉國小吳昇洋 

主題：知福、惜福，才是幸福 
 

 

 團體獎 : 嘉義重寮國小、屏東琉球國小，獎金 3000 元及獎狀乙紙 

 各組入選獎共 180 名：獎狀乙紙，入選名單請至影像好玩藝臉書參閱 

 頒獎方式 

 得獎（各組前三名及佳作）：由主辦單位通知各校，並寄送頒獎活動參與函，請學校協

助回覆得獎人意願並回傳相關資料 

 入選：由主辦單位通知各校，並送獎狀至各校，由各校自行頒獎 

 網路票選：2/21-3/21 請至影像好玩藝臉書參與投票。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 

 指導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主力贊助：  

 協力贊助：         

                                          

財團法人臺北市良機文化基金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yLIxvINeomT2e2srRguXqfshG0X6iC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ZyuKOUYjGMSPuB7Bfr_JMAb9D2yQtB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MgVcjkVkxPfDMKFfgQRM-UhnP7NBjP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BSpZUmoLZS49MBwzFGxeBAelMoX7l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S66GkWqtEQAEDmpQNyLN8V-yzp8yVj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TssMB40ehZJPE8SL7nCbsPGhMWW-6J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EjAaYoHR9UCWKO6RRzKc3C8rNX-8fV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QkVg_5D-Ksc99FvnRlHqjtelc3BMfV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OxrCixfVz2cuIvjYJe1UB3Xa2R-yuwT/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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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決選過程相當精彩，評審感動分享， 

期望明年參與競賽的師生都夠再接再厲，爭取好成績！ 

 

洪蘭：科學家、教育專家 

影像好玩藝即將邁向第十年，過程中我不斷的看到孩子的進步，也說明了教育不是立竿見影

的。我們只要肯花力氣、肯下點功夫，就一定會看到成果，這一次我又再次見到成效。尤其是偏鄉

的孩子寫出來的文章、畫出來的圖畫又再次感動我。透過電影就能打開孩子的視野、打開孩子的眼

界，用多元的電影帶動孩子對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想像，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希望將來能有更多資

源，讓更多的學校有機會參與這個有意義的教育專案，也讓所有人可以看見教育永遠是長久的事，

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絕非立竿見影。 

 

 

 

 

林瑋：作家  

為應付人生中種種的關卡和挑戰，一個人內心的「正向能量」是需要累積的，所以觀看正向的

電影，引發出正向的想法，這是件很好的事情。透過這次觀影達到了幾個目的：一、觸發深度的思

考：在日常生活中較少有觸發深層思考的機會，可是在看電影的過程中會不斷思考，不管是教師組

的大朋友，或者是學生組的小朋友，在電影裡面都有找到一些觸發到自己生活的觸發點，去對生活

作反思，觸發深層思考。二、湧現努力的動力：人要更好，要有動力，要從心想要改變！電影欣賞

能夠讓人湧發出一股努力的動力，因為先有了一個觸發點，然後去呼應自己的生活，就能從自己的

生活中找到哪個地方是需要改變的。在這次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很多偏鄉學生，都發自內心對自己

提出了這樣的吶喊，相當讓人感動！三、共賞共學共好：最重要的一點

是，現代教育方針強調的是要共賞、共學、共好，孩子們可以從共同欣

賞電影中，共同在當中學習，然後共同進步，未來變得更好。我一直都

記得中學時代也曾與全校同學一同看電影的時光。我相信，這種感覺也

會在孩子心中留下。恭喜所有獲獎的大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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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筱鳳：小典藏出版社主編 

小朋友的文采真是非常好，但幾乎每個作品都是從「追夢！有夢最美！」或者「要克服自己的

障礙」等等的角度來創作，我覺得有一點可惜。看電影可由更多元的角度可以切入，比較少見到作

品從音樂、燈光、攝影、服裝或者是畫面、影像等來談感受，文字大都只注重內容與情節，有些可

惜。建議作品可嘗試從影像出發，例如看燈光、色彩，為什麼會用藍色來代表害怕、黃色代表開心

等等。鼓勵老師能從更多的不同的方向切入引導，也許孩子們所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成功、受挫或找

到自我等，可以來一點不同的刺激，希望未來同學和老師寫來的徵文，會

有更多面向的呈現。 

 

 

曾郁文：藝術家 

這個活動最重要的是一個教育的功能，很感謝廠商的熱心贊助以及學校老師、校長的支持，這

都是值得表揚出來的。隨著時代的進步，小朋友所接觸的媒體應該要愈來愈活潑、有趣甚至可以與

主流觀念有點差異，而非那樣一成不變、墨守成規。老師們的指導非常好，能夠教學生採取多媒材

的應用，把各種媒材混在一起來畫，畫作就會變得有趣多了。在這次第一名的作品中，我看到運用

蠟筆和水彩來混合表現，充分的將作者心情展現出來。我也很認同可樂王說的心情故事很重要，一

個畫作上所展現的心情是可以感動很多人的，不是只有評審而已。 

 

 

可樂王：插畫家 

這次的作品表現都很完整，作品畫面呈現出來的線條跟色彩都比較立體，而這次脫穎而出的作

品都有相同之處，就是作品的主角人物都能呈現活潑的造型。在這次的第一名作品中，不論是低年

級或高年級的都有一個特色，就是能透過作品將自己的情緒充分表達出來，像低年級的第一名作

品，創作者以《愛撒嬌的寶貝》為主題，把自己抱著寵物在地上打滾的那份開心描繪得很生動；中

年級的作品則是《表情逗趣的可可怪》，把三個可可怪的表情都做了不同的呈現，非常有趣。兩個作

品都充分的將創作者的情緒展現出來，我認為有情緒的畫作能透過作品的氛

圍感染到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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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選活動花絮 

 

來賓合影。由左至右：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盧彥芬執行長、3C 彩研陳添揮總經理、可樂王插畫家、曾郁文藝術

家、Epson 呂理廸董事總經理、洪蘭教授、林瑋作家、Epson 品牌暨企業事務部王玲珉總經理、馬筱鳳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