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好讀周報手繪報大賽 

得獎公告 

 

「第四屆好讀周報手繪報大賽」及暖身賽「線上下標」共吸引 2097 位學生參

賽，主辦單位聘請專業媒體工作者組成評審小組，從版面、標題、內容等面

向，決選出各組優秀作品，得獎名單如下： 

 

手繪報大賽 

國小組（佳作依姓氏筆畫排序）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台中華盛頓小學 羅紹禹 黃燕玲 你的剩食我的盛食 

第二名 新北溪洲國小 李芷樂  不餓法門 

第三名 台北東園國小 王品翔 黃佩玲 
全球最環保的葡萄酒產地

在紐西蘭 

佳作 新竹安興國小 王芷歆 林玟蒨 
只有「低開發」國家存在

飢餓？錯！！ 

佳作 彰化平和國小 馬絜宣 陳靜慧 食進報 

佳作 台中東海大學附小 張凱閎 黃漢欽 食在重要 

佳作 新竹科園國小 曾姵榕 魏瀅珊 食不我予～請珍惜 

佳作 彰化平和國小 黃彥嘉  食艱緊迫 

 



國中組（佳作依姓氏筆畫排序）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台南和順國中 黃子權 蕭惠仁 飢餓 HUNGER 

第二名 嘉義南興國中 阮翊熏 楊愛鈴 我們與餓的距離不遠了 

第三名 彰化彰安國中 馬淮宣 廖恆彰 剩盛─食物永續 

佳作 新北辭修高中國中部 朱宥誠 徐筱惠 全球大飢荒 

佳作 新北安康高中國中部 李米雅 蘇惟文 食在危「飢」 

佳作 新北安康高中國中部 李映萱 蘇惟文 食踐永續 終結飢荒 

佳作 新北辭修高中國中部 陳云心 徐筱惠 自由食報 

佳作 新北辭修高中國中部 陳昱安 徐筱惠 憂糧日報 

佳作 台北建成國中 麥瀞芸 王金泉 食在永續嗎？ 

佳作 新北中正國中 彭于芮 江家豪 食在好虻 

佳作 新北中山國中 黃煒璇 徐紓心 
實話「食」說─剩食、勝

食、盛世 

佳作 彰化大村國中 劉雨臻 許曉芳 我們與餓的距離 

佳作 新北安康高中國中部 鍾凱羽 蘇惟文 環抱飢餓 永續食在 

 

 

 

 



高中職組（佳作依姓氏筆畫排序）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第一名 桃園楊梅高中 姚品彤 劉湘櫻 我們與餓的距離 

第二名 桃園觀音高中 黃逸苓  永續農業 

第三名 桃園觀音高中 黃冠智  基因改造 

佳作 桃園新屋高中 徐書筠 吳怡靜 餓性循環 

佳作 桃園新屋高中 許思珮 吳怡靜 食在緊急 

●前述得獎作品可至聯合學苑「好作品」專區欣賞 

 

暖身賽「線上下標題」 

666 期「玩轉科學」https://udncollege.udn.com/12515/ 

學校 姓名 得獎標題 

花蓮水璉國小四甲 金浩 走進生活科學 

新北鷺江國小 413 林書羽 科學任你玩 

新北鷺江國小 614 林品言 動手玩科學 

新北鷺江國中 911 劉家豪 科學新視界 

新竹自強國中 朱恆昀 科學原來可以這麼玩？！ 

新竹自強國中 807 多加以紹 科學大開眼界 

 

https://udncollege.udn.com/12515/


667 期「校園美感」https://udncollege.udn.com/12548/ 

學校 姓名 得獎標題 

台中瑞穗國小 408 粟璽宇 校園美感大變身 

桃園普仁國小三忠 李昀臻 
校園美感啟航！教育部協助四所國中小學打

造「美學」場景 

新北麗園國小 401 蔡少博 美麗新校園 

台北建成國中 804 蔡至博 校園美感實踐家 

花蓮富源國中 701 張亞涵 校園改造活動學生幸福有感 

新北中平國中 802 唐祥恩 美感改造校更美 

 

668 期「鳳梨外交」https://udncollege.udn.com/12648/ 

學校 姓名 得獎標題 

新北北大國小 506 蔡欣渝 鳳梨旺外交 

嘉義和睦國小 603 黃俞珮 台灣鳳梨進日本 

台北建成國中 806 張宸語 鳳梨躍出國門，竟入日本學校營養午餐？！ 

新北義學國中 912 張睿宸 台灣鳳梨走入國際 日本學生讚不絕口！ 

嘉義布袋國中 702 陳雅婷 鳳梨出現在日本午餐 

 

 

 

https://udncollege.udn.com/12548/
https://udncollege.udn.com/12648/


669 期「薯條停賣時」https://udncollege.udn.com/12733/ 

學校 姓名 得獎標題 

新北北大國小 606 劉家維 沒有薯條時 

新北北大國小 606 潘俊宇 無薯危機 

新北溪洲國小 611 李芷樂 薯條風暴 

台北建成國中 804 李沅祐 薯條缺貨時 

高雄鳳翔國中 103 陳宥妡 當薯條消失 

新北鷺江國中 909 林榆絜 面對薯條消失時 

 

670 期「告別電話亭」https://udncollege.udn.com/12887/ 

 

學校 姓名 得獎標題 

新北北大國小 506 蔡欣渝 再見！電話亭 

新北北大國小 606 黄毓澄 再見了電話亭與舊時代！ 

新北鷺江國小 614 林品言 電話亭再見了 

台北建成國中 805 李津安 時代的眼淚—電話亭 

花蓮新城國中 801 張以萱 被代替的電話亭 

苗栗西湖國中 701 古明怡 被取代的電話亭 

新北鷺江國中 910 陳宜靜 公共電話亭退休：回憶過去，邁向未來 

桃園新屋高中 103 許思珮 再見 電話亭，你好 新世代 

https://udncollege.udn.com/12733/
https://udncollege.udn.com/12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