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國小低年級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嘉義市世賢國小 蔡敬勳 我的大寶和二寶 

第二名 臺中市大明國小 余佳蓁 祖孫生活與回憶 

第二名 南投縣南投國小 吳語恩 我ㄟ阿祖 

第三名 臺中市德化國小 蔡依潔 歡聚時光 

第三名 南投縣炎豐國小 洪瑜君 幸福的小孩~呵護與照顧 

第三名 新北市埔墘國小 黃新翰 我和外婆的歡樂列車 

佳作 臺南市永康國小 林芷安 幸福的光陰 

佳作 臺南市後營國小 李璟怡 阿嬤的背影 

佳作 臺南市崇學國小 李毓宣 星期日的約會 

佳作 彰化縣忠孝國小 趙亭禎 為妮雄阿公 

創作獎 雲林縣東和國小 紀紅瑀 祖.孫.曾.有.趣 

創作獎 新竹市東門國小 陳姿妤 祖孫生活與回憶 

創作獎 新竹縣新豐國小 巫東佾 和我的寶貝阿公 

創作獎 新北市實踐國小 梁詠榛 祖孫生活與回憶 

創作獎 高雄市南安國小 莊奕賢 祖孫生活與回憶─我的「ㄧㄚˊ」 

入選獎 臺中市松竹國小 潘宥霖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臺北市北投國小 侯俞安 阿公阿嬤和我的 Trip Story 

入選獎 嘉義縣中山國小 邱淑雅 快樂的回憶 

入選獎 新竹縣六家國小 林佑任 客家阿公 

入選獎 苗栗縣栗林國小 陳建熏 我愛阿公 

入選獎 苗栗縣栗林國小 劉明芳 我和阿婆的回憶 

入選獎 高雄市光武國小 莊雅媛 我眼裡、心理的阿嬤 

入選獎 彰化縣湖北國小 王楷富 我的阿嬤是國寶 

入選獎 南投縣漳和國小 張景堯 我是阿嬤的好幫手 

入選獎 屏東縣東隆國小 陳思怡 祖孫同樂會 

增額 臺北市金華國小 王蔚綸 我的祖父母 

增額 嘉義縣大崎國小 龔欣葦 我的阿公阿嬤 

增額 苗栗縣造橋國小 陳柏緻 我愛您!奶奶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國小中年級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苗栗縣建功國小 謝沛軒 傳家寶－桂竹園 

第二名 台中市文光國小 蔡依庭 祖孫生活與回憶 

第二名 南投縣漳和國小 張紫晴 阿嬤的手 

第三名 雲林縣鎮南國小 楊凱愔 祖孫情-祖孫憶 

第三名 台中市大甲國小 王文伶 幸福糖罐 

第三名 高雄市大同國小 劉亮言 竹山阿公阿嬤 

佳作 桃園縣同安國小 蕭媫如 外婆的幸福日記 

佳作 台北市中山國小 徐士哲 爺爺,奶奶教我的事 

佳作 臺南市忠義國小 吳秉樺 天堂裡的奶奶&身邊的姨婆 

佳作 苗栗縣山佳國小 胡軒瑞 我最愛的爺爺奶奶 

創作獎 雲林縣南陽國小 吳峻佑 馬達裡的精靈 

創作獎 臺北市長安國小 黃彥瑜 小孫女的真情相簿 

創作獎 臺南市歸南國小 張恩銓 我眼中的祖父母 

創作獎 嘉義市北園國小 王筱惠 一家有二老，如有二寶 

創作獎 新北市梓樹國小 周郁樺 阿嬤和我的照片日記 

入選獎 基隆市七堵國小 陳采言 奶奶幫我編織快樂童年 

入選獎 臺中市北屯國小 梁廣奎 
憶我的阿嬤-點點滴滴都是愛的

回憶 

入選獎 臺北市華江國小 莊雯卉 祖孫天倫樂 

入選獎 新竹市東門國小 陳羿潔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嘉義縣三和國小 呂佩郁 我的活力阿嬤 

入選獎 臺南市開元國小 林岱翰 歲月稚手 

入選獎 彰化縣中正國小 謝秉諺 幸福甘仔店 

入選獎 嘉義市博愛國小 陳品渝 一家之祖-甜蜜陪成長 

入選獎 高雄市中崙國小 楊依珊 攜手相扶 48 春、美德傳家笑聲揚

入選獎 高雄市昭明國小 張簡芯宜 超級ㄚ媽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國小高年級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雲林縣安慶國小 林云心 蒸粿的回憶 

第二名 臺北市胡適國小 金亮宇 愛的包裹 

第二名 新竹縣中山國小 劉覲瑢 傳家寶 

第三名 臺南市鹽水國小 林易均 大寶貝 VS 小寶貝 

第三名 高雄市楠梓國小 石安鈴 祖孫情 

第三名 高雄市南安國小 莊旻靜 祖孫生活與回憶－疼我的阿嬤

佳作 臺北市雙園國小 陳玟愷 祖孫報報 

佳作 臺南市歸南國小 吳子奕 爺孫好時光 

佳作 嘉義市港坪國小 薛婷云 祖孫情 

佳作 嘉義市博愛國小 洪傳翔 我眼中的祖父母 

創作獎 雲林縣麥寮國小 陳昀 親情－愛滿屋 

創作獎 基隆市七堵國小 陳家恩 Super 爺爺 

創作獎 臺中市大同國小 邱品融 我與阿公阿嬤的生活回憶 

創作獎 彰化縣湖東國小 鄭名辰 外婆與我 

創作獎 彰化縣大興國小 鐘惠薰 繞 

入選獎 雲林縣南陽國小 蔡旻臻 最重要的小事 

入選獎 台中市大甲國小 魏妤涵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屏東縣崇蘭國小 曾珮綺 我的超級阿公阿嬤 

入選獎 宜蘭縣蘇澳國小 洪 甲 我的阿公是大法師 

入選獎 宜蘭縣蘇澳國小 張皓翔 我眼中的祖父母 

入選獎 宜蘭縣古亭國小 藍世斌 我眼中的祖父母 

入選獎 嘉義縣豐山國小 葉怡欐 給我糖吃的阿公 

入選獎 台南市後營國小 蔡睿洧 沉默的奶奶 

入選獎 高雄市甲圍國小 陳玉珊 切開奶油蛋糕的手 

入選獎 苗栗縣田美國小 洪祥發 我親愛的奶奶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國中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高雄市龍華國中 陳怡均 一輩子的情人~外公 

第二名 臺北市仁愛國中 劉子菱 金色寶藏--祖孫生活與回憶 

第二名 高雄市右昌國中 游 馨 我眼中的祖父母 

第三名 臺中市大華國中 陳姵雙 窺看心中的阿嬤 

第三名 臺南市佳里國中 黃琬綺 阿嬤的古早味 

第三名 臺南市建興國中 黃明潔 一趟快樂的旅行～田園樂 

佳作 臺北市明德國中 林亞璇 草仔粿阿嬤 

佳作 嘉義縣過溝國中 謝承煒 祖孫情，在我心 

佳作 臺南市佳里國中 劉庭筠 我眼中的祖父母 

佳作 苗栗縣大湖國中 牛淳安 祖孫生活與回憶 

創作獎 臺中市惠文高中國中部 吳舒婷 愛的進行式 

創作獎 臺中市東勢國中 楊主寧 與祖父母的相處時光 

創作獎 彰化縣芳苑國中 洪貝瑜 祖孫情 

創作獎 嘉義市蘭潭國中 黃莉庭 祖孫情，”頌”溫馨 

創作獎 新北市瑞芳國中 雷佳蕙 Love Story 

入選獎 臺中市光明國中 梁庭嘉 祖孫情深 

入選獎 臺北市長安國中 梁維茜 我的犀利祖母 

入選獎 臺北市濱江國中 易貝怡 復刻回憶 

入選獎 臺北市濱江國中 林若庭 祖孫情 

入選獎 臺南市佳里國中 陳彥汝 我眼中的外婆 

入選獎 臺南市麻豆國中 王佳雯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臺南市後甲國中 陳奕男 鑽石心‧祖孫情 

入選獎 嘉義市民生國中 蔡嘉璇 最美的回憶 

入選獎 高雄市右昌國中 謝怡臻 祖孫生活與回憶~大樹守護我

入選獎 新北市自強國中 邱庭卉 阿嬤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高中職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臺中高工 蔡明典 温度 

第二名 協和工商 郭子菀 呵護回憶 

第二名 培德工家 藍珮綸 甜蜜的負擔 

第三名 高雄女中 鄭皖文 壽山瞥見祖孫情 

第三名 成功高中 方  翔 跨時代的望春風 

第三名 靜修女中 王  瑄 祖孫生活與回憶 

佳作 士林高商 曾詩詠 阿祖的小小幸福 

佳作 成功高中 盧德真 竹公雞 

佳作 靜修女中 陳珈諭 祖孫生活與回憶 

佳作 衛理女中 唐  婕 微笑的力量 

創作獎 二信中學 余治明 無私的愛 

創作獎 士林高商 黃覺深 祖孫生活與回憶 

創作獎 中華藝校 唐宇謙 回家 

創作獎 海青工商 宋絹蕙 稻田小路的記憶 

創作獎 玉山高中 陳亭邑 唐寶寶之愛 

入選獎 中華藝校 劉建志 手 

入選獎 明道中學 朱思品 爺，好涼啊 

入選獎 高英工商 林巧雯 幸福的時光 

入選獎 靜修女中 劉祖希 我眼中的祖父母 

入選獎 靜修女中 王品雅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高英工商 張茲淩 同樂 

入選獎 中華藝校 陳昕琳 sweet 

入選獎 高英工商 王柔純 珍貴 

入選獎 水里商工 洪玉欣 我的奶奶是超人 

入選獎 蘭陽女中 李佶秝 祖孫繫真情－點滴在”薪”頭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大專組 

 

名次 學校 參賽者 題目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吳鳳科技大學 楊金龍 祖孫生活與回憶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臺北醫學大學 陳彥廷 眼神 

第三名 文藻外語學院 蘇筱崴 祖孫生活與回憶 

第三名 聯合大學 姜政成 祖孫傳真情－祖孫生活與回憶 

佳作 臺北醫學大學 李美萱 信仰，曙光，力量 

佳作 經國管理學院 朱文馨 祖孫生活與回憶 

佳作 從缺 

佳作 從缺 

創作獎 弘光科技大學 董建模 祖孫互動親密關係－親情愛的握握 

創作獎 弘光科技大學 夏暄純 祖孫生活與回憶—一同參與百年喜筵

創作獎 從缺 

創作獎 從缺 

創作獎 從缺 

入選獎 臺南應用科大 蔡佳怡 不倒的芙蓉 

入選獎 育英醫專 林昱萱 祖孫生活與回憶 

入選獎 國立高雄師大 方韶曼 漂洋過海祖孫情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多元文化組 

 

名次 縣市 參賽者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嘉義縣 邱琴秋 共此一世袓孫情  

第二名 臺中市 陳金香 甜蜜的小窩 德化國小 

第二名 新北市 黃愛媜 幸褔就在生活裡 文德國小 

第三名 臺中市 金秀鳳 幸褔 德化國小 

第三名 新北市 鄧敬平 跨國三代真情-小天使與他家人  

第三名 新北市 陳順天 喜越在心  戀戀袓孫情 頭前國中 

佳作 新竹市 陳鑀枚 幸褔的足跡  

佳作 新竹市 張方濠 我的香港奶奶 六家國小 

佳作 新北市 潘禹丞 祖孫親情濃 大豐國小 

佳作 新北市 闕瑜英 祖孫傳真情 崇德國小 

創作獎 高雄市 郭榆璿 尼爺爺和尼奶奶 光榮國小 

創作獎 新北市 張文齡 褔隆袓孫情 福隆國小 

創作獎 新竹縣 鄭沛晴 我的守護天使 福興國小 

創作獎 臺北市 倪書涵 
當山東腔遇上客家腔之我的外袓父

母 
東湖國小 

創作獎 嘉義縣 林敏如 幸褔~GO~GO~GO 碧潭國小 

入選獎 臺北市 馬詠芝 新移民袓孫情 芝山國小 

入選獎 嘉義縣 林欣儀 阿媽的百寶盒 碧潭國小 

入選獎 新北市 鄭庭安 袓孫生活與回憶 民安國小 

入選獎 基隆市 曹俊傑 幸褔的滋味 八斗國小 

入選獎 臺北市 何欣霖 越南--我來了 松山國小 

入選獎 臺北市 朴保麟 OUR MEMORY 永春高中 

入選獎 新北市 施余叡 親情似水長 大豐國小 

入選獎 新北市 林苡茹 多元文化下的祖孫互動 金龍國小 

入選獎 從缺 

入選獎 從缺 

  

 

 

 



慶祝建國 100 年祖父母節－ 
全國祖孫傳真情-相片故事本/攝影比賽決選得獎名單-樂齡組 

 

名次 縣市 參賽者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高雄市 曾余美惠 序大的健康是囝孫的福  

第二名 新竹市 陳柔玉 丁丁與奶奶追逐快樂的風箏 新竹市元培樂齡大學 

第二名 新北市 唐秀政 坐好看阿公這裡、笑笑、咪嚓 永和區市民大學 

第三名 雲林縣 黃淞盛 慈孝之心，人皆有之  

第三名 台南市 徐王幼 回味  

第三名 苗栗縣 巫清海 再多的禮物還是不及憨孫的吻 苗栗縣獅潭槳齡 

佳作 彰化縣 陳施月霞 阿公牌堆高機  

佳作 基隆市 林美琴 一個不能說的密秘  

佳作 桃園縣 李金生 機車情  

佳作 高雄市 陳清山 你儂我儂情更濃  

創作獎 台北市 張玉玲 微笑的小太陽 台北市國防醫學院 

創作獎 中壢市 謝美玲 快樂的一天  

創作獎 台南市 黃聯誠 祖孫悅讀情 台南市喜樹國小 

創作獎 南投縣 林東文 祖孫溫馨情  

創作獎 基隆市 蔡榮財 甲你牽牢牢 基隆市七堵區樂齡學習中心

入選獎 台北市 余嘉億 天倫樂  

入選獎 苗栗縣 蕭萍纓 心疼又驕傲 苗栗縣獅潭槳齡 

入選獎 嘉義市 陳桂春 收穫的喜悅 嘉義市宣信國小 

入選獎 台南市 黃清誥 嬤孫同創作 鹽水區樂齡中心 

入選獎 基隆市 張錦鑛 輸人不輸陣~衝呀! 基隆市七堵區樂齡學習中心

入選獎 台南市 盧陳秀蓮 曾祖孫情 台南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入選獎 臺中市 張秋華 阿公,抱一下 僑光科大 

入選獎 雲林縣 顏黃順 阿孫ㄟ，咱鬥陣來  

入選獎 高雄市 張瓊梅 摯愛  

入選獎 嘉義市 蔡清兜 祖孫傳真情 嘉義市西區樂齡學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