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小低中年級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 石〇予 保庇！Bobi! 恭喜發財！ 南投縣大鞍國小 

2 張〇瑄 大野狼的抉擇 南投縣大鞍國小 

3 冼〇芯 躲在山林哭泣的老鷹女孩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

中小學 

4 曾〇庭 沈睡的公主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

中小學 

5 李〇靜 想吃小紅帽的大野狼 
桃園市大園區圳頭國民

小學 

6 張〇娸 大野狼來了 高雄市吉東國小 

7 張〇雅 賣火柴的女孩 高雄市吉東國小 

8 梁〇綺 美人魚和好朋友 高雄市吉東國小 

9 陳〇丞 國王展新衣 高雄市吉東國小 

10 曾〇晴 小木偶與大鯨魚 高雄市吉東國小 

11 吳〇滐 拔劍的王子 新北市中和國小 

 

附件 1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小低中年級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2 李〇澤 后羿射病毒 新北市中和國小 

13 吳〇宣 北風與太陽 新北市中和國小 

14 呂〇玲 大野狼歡樂故事屋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民小學 

15 林〇蕎 愛・分享 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民小學 

16 陳〇恩 可怕的甜蜜蜜滋味 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民小學 

17 張〇盛 天狗食月 雲林縣福智國民小學 

18 張〇禎 美女與野獸的後花園 新北市鶯歌國小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小高年級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 鄧〇文 童在疫起 新北市三和國小 

2 李〇慷 奪寶大戰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3 范〇維 海龜好友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4 林〇貽 大野狼與馬力豬賽車大賽 南投縣大鞍國小 

5 李〇禎 禁錮紅舞鞋 雲林縣水碓國民小學 

6 張〇勳 無畏無懼的守護者 雲林縣石龜國小 

7 吳〇慈 哪吒大戰海龍王 高雄市吉東國小 

8 林〇樑 撲殺格列弗病毒 高雄市吉東國小 

9 鍾〇欣 布萊梅再出發 高雄市吉東國小 

10 羅〇容 醜小鴨覺醒 高雄市吉東國小 

11 林〇錚 太魯閣傳說---巨人馬威 新北市秀朗國小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小高年級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2 黃〇恩 小紅帽狼口餘生記 高雄道明 

13 邱〇晴 三個和尚沒水喝 新北市新埔國小 

14 莊〇葳 小木偶 新北市新埔國小 

15 許〇之 挪亞方舟 新北市新埔國小 

16 謝〇茵 包公審石頭 新北市新埔國小 

17 陳〇芯 愛麗絲與兔子的時間秘密 新北市鶯歌國小 

18 陳〇銘 糖果屋奇遇記 新北市鶯歌國小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中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 陳〇硯 傑克與魔豆~神奇魔豆樹 臺中市中港高中國中部 

2 陳〇勳 三隻小豬~大野狼現形記 臺中市中港高中國中部 

3 劉〇孜 水晶球~女巫掌心 臺中市中港高中國中部 

4 蔡〇威 石中劍~永恆之王亞瑟 臺中市中港高中國中部 

5 謝〇樺 愛麗絲夢遊仙境~柴郡貓 臺中市中港高中國中部 

6 
阿〇夫.

巴拉拉費 
遇見布農好朋友百步蛇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

中小學 

7 謝〇豪 
跟著去打獵的卡那卡那富

族婦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

中小學 

8 曾〇勳 達克拉哈的故事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

中小學 

9 蔣〇玹 潑水節 臺北市古亭國中 

10 邱〇 黑陶傳奇之這烏盆裡有鬼?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國中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1 王〇 風獅爺的祝福 高雄市立湖內國中 

12 林〇希 神燈機靈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13 孫〇溱 看臉時代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14 馬〇妲 木乃伊(衣)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15 張〇綺 綠野仙蹤 新竹縣立竹東國中 

16 李〇芸 愛的追隨 嘉義市嘉華中學 

17 林〇霖 特洛依木馬 2020 臺北市興福國中 

18 陳〇謙 月下逢 
新竹縣曙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高中職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 
羅〇容 箱子裡的宇宙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

學校 

2 翁〇媗 泰雅山獵．靈鳥 均一實驗國際中學 

3 林〇芹 天啟四騎士 花蓮縣花蓮女中 

4 王〇軒 自作自受的皮諾丘 臺北市泰北高中 

5 李〇言 冰雪女王 臺北市泰北高中 

6 張〇綸 變・舞・成長 高雄美國學校 

7 
林〇涵 紙箱怪人 

雲林縣國立土庫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8 
林〇玫 狐仙成長記 

雲林縣國立土庫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9 王〇煌 潘多拉的魔盒之病毒出世 臺南市國立後壁高中 

10 林〇庭 Queen of Hearts 臺南市國立後壁高中 

11 曾〇諠 夢境的開端 臺南市國立後壁高中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立體雕塑類 

進入複審名單 

高中職組 

NO.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12 吳〇瑜 披著狼皮的小女孩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3 詹〇榮 賣牛奶的女孩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4 賴〇蓁 重生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5 姜〇潔 賣火柴的小女孩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6 劉〇凡 正義女神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7 林〇軒 怒火沸騰的美猴王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18 蔣〇叡 哪吒的眼淚 新北市板橋高中 

 



立體雕塑類作品送件須知 

1. 通過「初審」之入選者，應將實體作品送達本館參與「複審」評選。 

2. 送件作品請務必與報名表所列資料相符，若有不符者，取消入選資格。 

3. 請於送件時填妥並檢附複審收件表。 

4. 送件期間：自 2022 年 5 月 27 日(五)起，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四)止。 

5. 送件方式： 

(1) 親自送件： 

I. 請於送件期間之 9:30∼12:00、13:00∼16:30，中午休息時間不受理送件。 

II. 送件時將由本館人員檢視作品，如有作品破損情形，請於送件期間內自行修復完

成，本館不協助修復。 

III. 作品包裝材料及外箱請自行帶回，本館不負責回收與清理。 

(2) 貨運郵寄： 

I. 請於送件期間內寄達本館(以郵戳為憑)，相關寄送費用請自行給付。 

II. 作品應謹慎包裝後寄送，寄達時由本館人員拆開檢視，如發現作品破損，本館將另

行通知。 

III. 作品運送過程可能產生之寄丟、損壞等風險需自行承擔，本館不負賠償責任。 

IV. 寄送作品之包裝材料及外箱，本館將另行回收處理，參賽者不得要求本館協助保

存。 

6. 地址：239218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200 號。 

7. 連絡電話：02-86772727 分機 507 張小姐 

02-86772727 分機 505 王先生 



 

 

 

交通指引 

 非開車之送件者，搭乘臺鐵火車至鶯歌站下車，由文化路出口出站右轉，沿文化路步行 10 分鐘即可抵達。 

 開車親送或宅配者，請由北二高三鶯交流道下，沿途行經三鶯大橋、文化路後，即可到達本館。 

  

寄件資訊 (本表請影印使用，張貼於報名資料信封／送件作品包材外箱上) 

寄件地址：□□□                                                   

寄件人：                                  電話/手機：                               

 

 收件地址：239218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收件人：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參加 「2022 全國兒少陶藝獎」 



2022全國兒少陶藝獎 

立體雕塑類複審收件表 
                                     

參加組別：□國小低中年級組（1～4年級）□國小高年級組（5～6年級）□國中組□高中職組(含五專與七年一貫學制1~3

年級)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生學校、班級 
(完整名稱) 

 

作品名稱 
 

報名單位 

(學校/工作室/窯廠) 

(完整名稱) 

 

作品尺寸      長×       寬×      高 cm    作品單邊尺寸(含底座及組裝完成)不得超過40公分 

組 件 數 
□ 單件（含底版固定多個配件組合，或已燒製成整件） 

□ 組件，共計________單件 

作品影像 

 

 

 

 

 

 

 

 

(作者填寫─作品狀況：□完好 □曾斷裂再黏合，請註明部位：                           ） 

聯 

絡 

資 

訊 

指導 

老師 

所屬單位： 

姓名： 

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學生 

家長 

姓名：     關係： 
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競賽相關事宜，優先聯絡人：□指導老師 □學生家長 

入選作品 

退件方式 

□親領  2022/8/19 (五)～8/20(六)  9:30∼12:00，13:00∼16:30 

□宅配 
收件人：□指導老師 □學生家長 

收件地址：□同上 □其他： 

備註 

1. 本資料於複審收件時連帶作品一同繳交即可。 

2. 個資保護聲明：本資料僅使用於本屆競賽使用，本館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參賽者

個人資料，不會將資料提供予第三人或挪為他用。 

複審 

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