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國中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郭豐瑜 倒帶的老火車 淡江中學 莊聖逢 

特優 台北市   彭鈺峯     救救流浪狗   濱江國中  粘家綺

優等 花蓮縣 尹繶婷 過往人生 花崗國中 張素卿 

優等 連江縣 劉增鴻 芹壁山城 介壽國中 林錦鴻 

優等 屏東縣 鍾雁容 憩 中正國中 劉華珍 

甲等 新北市 陸靖芸 相機‧回憶 永和國中 蓋憶嫻 

甲等 嘉義市 游俐瑩 賣魚的老太太 嘉義國中 賴美雯 

甲等 高雄市 周梓萱 當我們疊在一起 光華國中 陳靜慧 

甲等 台中市 陳岳鋒 黃昏的市集 明道中學(國中部) 施正堂 

入選 新北市 鮑治傑 光陰 南山中學 林世皇 

入選 新北市 林  晉 迎神 中和國中 彭彥芳 

入選 新北市 蕭名皓 初啼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北市 楊惠晴 漁市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陳怡君 生態浮世繪－虎影無踪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林姵妤 何處是我家 光仁中學 施美綺 

入選 新北市 吳庭萱 神祐 溪崑國中 蔡福仁 

入選 新北市 鍾淯丞 退休機 文山國中 張莉玟 

入選 新北市 黃巧綺 晨市 五峰國中 田佩凡 

入選 新北市 葉上田 靠岸與尋覓 秀峰高中(國中部) 鄧昌苓 

入選 台南市 江翌瑄 邊境 後甲國中 張芳虹 

入選 台南市 郭柏毅 師與徒 安順國中 莊文仁 

入選 台南市 許庭瑄 靜 麻豆國中 林睿展 

入選 台北市 蘇宸緯   尋得落腳處   三民國中 林祖宜 

入選 台北市 洪芊珩   等待   懷生國中 蔡秀穎 

入選 台北市 吳婕妤   時尚迷思   薇閣中學 羅夢婷 

入選 台北市   蔡子軒   停泊   士林國中 蔡嘉倩 

入選 嘉義市 李芸 洋蔥成熟時 嘉華中學 彭舒渝 

入選 高雄市 李睿歆 尋找 中正高中(國中部) 盧怡杏 

入選 高雄市 劉家樺 象魚的寒害創傷 旗山國中 莊玉妮 

入選 高雄市 黃永愛 遙遠 明華國中 張克享 

入選 桃園縣 林彥翔 祈福 大園國中 陳子煜 

入選 桃園縣 梁廷暘 神巡 復旦高中(國中部) 梁忠弘 

入選 桃園縣 曾尉庭 古典之美(玖) 石門國中 陳佳嘉 

入選 彰化縣 劉千綾 港 陽明國中 吳宜靜 

入選 台中市 胡 皓 迷惘 曉明女中(國中部) 吳清川 



入選 台中市 洪竹瑩 重生 霧峰國中 賴翊玲 

入選 台中市 李家勳 瞬間 常春藤高中(國中部) 賴紀方 

入選 台中市 邱鈺智 自己 弘文高中(國中部) 宋貴晶 

入選 台中市 張孟琦 新生 東山高中(國中部) 潘慧君 

入選 苗栗縣 方  詅 午後的花圃 竹南國中 黃宏文 

入選 苗栗縣 鄭健志 孤‧凝 竹南國中 黃宏文 

入選 苗栗縣 甘佳芸 街景一角 建國國中 羅麗萍 

入選 南投縣 范湘翎 被遺忘的時光 中興國中 戴惠雯 

特優 2     

優等 3     

甲等 4     

入選 34     

總計 4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國中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白詠馨 囚禁的樂章 淡水國中 林儀芬 

特優 新北市 葉時亞 走過 中和國中 陳俊男 

優等 台南市 蔡依晨 歲月．時光 民德國中 洪尚華 

優等 彰化縣 江菩瑩 港灣 明倫國中 廖麗茹 

甲等 雲林縣 林又蕾 青蚵嫂 東南國中 何正裕 

甲等 台南市 許瑋庭 8/2 的下午 民德國中 涂心華 

甲等 新北市 戴子翔 阿公的打鐵鋪 新埔國中 王壬延 

入選 新北市 申傳宇 消逝的童心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北市 曾惟舜 打鐵老店 中和國中 陳俊男 

入選 新竹縣 湯羚 搶鮮 竹北國中 陳逸倫 

入選 新北市 呂欣庭 休憩 淡水國中 陳錦容 

入選 新北市 楊淇之 昔日之音 淡水國中 林儀芬 

入選 新北市 黃婕瑛 漁。程。 泰山國中 李以新 

入選 新北市 張閎婷 媽媽的戰場 新埔國中 王壬延 

入選 新北市 黃玟綺 風調雨順 新埔國中 王壬延 

入選 新北市 劉昱均 海洋協奏曲 新埔國中 王壬延 

入選 台南市 顏怡侖 市場 民德國中 洪尚華 

入選 台南市 蘇玟綾 祈 民德國中 涂心華 

入選 台南市 馮韻如 迷惘 麻豆國中 劉之螢 

入選 台南市 黃湘喻 鄉村一角 麻豆國中 劉之螢 

入選 台北市 馬振岳 鶼鰈情深 五常國中 林惠倩 

入選 台北市 施亭伃 寧靜 古亭國中 林昕曄 

入選 台北市 許瑋哲 老師 金華國中 張涵怡 

入選 台北市 趙貞平 午後 百齡中學 郭淑敏 

入選 台北市 李怡萱 暮光 百齡中學 林祖宏 

入選 新竹市 謝宗益 停泊 建華國中 蘇富美 

入選 新竹市 涂信之 船港 建華國中 陳孟澤 

入選 新竹市 蔡 森 遺失靈魂的軀殼 建華國中 楊繡綾 

入選 嘉義縣 賴思瑄 街角一處 水上國中 侯俊宇 

入選 嘉義市 劉俊 八家將 蘭潭國中 陳嵩霖 

入選 基隆市 吳昀蒨 凝視 安樂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入選 高雄市 陳郁盛 古厝餘韻 壽山國中 吳旻芳 

入選 高雄市 莊芳慈 鄉間野鵝 旗山國中 王恩薇 

入選 高雄市 林鈺軒 漁市 三民國中 吳靜嫻 

入選 桃園縣 呂如笙 最後一條魚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桃園縣 姚怡安 魚季魚祭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桃園縣 周季萱 樹蔭下的悠閒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入選 台東縣 李羅開昫 人生的交叉點 寶桑國中 楊承懿 

入選 彰化縣 陳筱婷 光痕 彰安國中 林國勝 

入選 彰化縣 劉心汝 開化寺 彰安國中 許德龍 

入選 台中市 陳聖安 搶鮮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入選 台中市 張詠淇 打鐵舖 四箴國中 林永森 

入選 苗栗縣 黃  薇 市場落寞的一隅 興華高中(國中部) 葉信宜 

入選 屏東縣 羅梓菡 「芬」蘭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入選 屏東縣 謝啟妹 依靠與傳承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入選 南投縣 林子勻 倒轉 南投國中 劉嘉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9     

總計 46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高中職普通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台中市 林霈萱 靈魂足跡 明道中學(高中部) 林哲榮 

特優 台北市 羅佳柔 癮料 薇閣中學 蔡孟桓 

優等 台北市 鄧尹媜 何處是我家 靜修女中 林嶺森 

優等 高雄市 陳彥蓉 片刻 復華中學 許儷馨 

優等 台北市 盧佳均 守護的力量 政治大學附屬高中 黃慕怡 

甲等 新北市 王世宇 兒嬉 樹林高中 李美蓮 

甲等 新竹市 羅悅容 寧靜 光復高中 鄭雯蔚 

甲等 嘉義縣 陳  曦 聖馬可的幻想 協志高職 陳漢鏞 

甲等 台中市 林臻宥 北國初冬 新民高中 黃鈺綉 

入選 新北市 邱芸晨 夢游 明德高中 欒興美 

入選 新北市 陳德芩 臺下‧靜默 中和高中 黃雅玲 

入選 新北市 毛星友 絕戰 新莊高中 劉偉柔 

入選 新北市 王思穎 往‧昔 新店高中 陳雅琪 

入選 新北市 黃郁婷 跨‧越 新店高中 王逸瑰 

入選 新北市 張君慈 穿梭 崇光女中 劉大衛 

入選 台南市 王昱權 廠 台南高商 莫嘉賓 

入選 台南市 潘敏芳 艷流 臺南女中 黃昭瑞 

入選 台南市 李佳原 桌上的瓶花 北門農工 黃嘉敏 

入選 台北市 張江合 迷航 松山高中 廖吟軒 

入選 台北市 謝金玲 蛻 南湖高中 朱文正 

入選 台北市 楊千慧 掙脫 協和工商 高君豪 

入選 台北市 呂冠霆 模糊記憶 協和工商 高君豪 

入選 台北市 邱俊維 凍寞旅 華江高中 陳韻如 

入選 台北市 王  量 守候 成功高中 吳佳樺 

入選 台北市 楊翊萱 花樣年華 泰北高中 鄭旺才 

入選 台北市 林婉婷 秋憶 泰北高中 鄭旺才 

入選 台北市 謝瑜 ＋－2℃ 陽明高中 林永祥 

入選 新竹市 江孟哲 如果我只是框中的一隻鳥 新竹高中 劉時傑 

入選 雲林縣 廖紹淳 啟程 斗六高中 傅維理 

入選 基隆市 唐世昂 窗裡窗外 安樂高中 魏妤珊 

入選 基隆市 黃詩軒 窗裡窗外 基隆女中 蘇芷瑩 

入選 基隆市 池雨築 束縛 基隆女中 黃金蘭 

入選 高雄市 王億萱 夢幻水都 鳳山高中 邱文櫻 

入選 高雄市 陳倪蒨 寧靜 鳳山商工 無 

入選 高雄市 董書吟 三位女子 高雄女中 劉癸蓉 



入選 高雄市 劉孟樵 陳跡 小港高中 楊宗坤 

入選 高雄市 李筠思 對比 中正高工 莊彩琴 

入選 高雄市 林子超 街景一角 左營高中 郭美琦 

入選 高雄市 楊念騰 懷舊 高雄高工 黃孜穎 

入選 桃園縣 胡寬程 雲端上的五楊高架路 武陵高中 萬昌鑫 

入選 彰化縣 陳靖婷 被遺忘的舞夢 彰化高商 無 

入選 彰化縣 蘇文琳 漁村姑娘 文興高中 劉文涵 

入選 台中市 林冠伶 老街 嶺東中學(高中部) 黃玉婷 

入選 台中市 詹凱勛 遊子思故鄉 台中一中 無 

入選 苗栗縣 郭芷伶 喧囂 建台中學 謝政勳 

入選 苗栗縣 楊雨璇 塵世 苗栗高中 劉佳琪 

入選 屏東縣 凃少中 教堂傳來的旋律 來義高中 黃秋泉 

入選 南投縣 張家馨 廟會 暨大附中 許民盛 

入選 南投縣 劉尹全 虔 竹山高中 蔡奇霏 

特優 2     

優等 3     

甲等 4     

入選 40     

總計 49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高中職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王琮澤 沉、影 復興商工 張宏彬 

特優 新北市 魏筱儒 凝 復興商工 吳智勇 

優等 新北市 董十行 思 復興商工 連明仁 

優等 台南市 盧郁婕 千錘百鍊的人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基隆市 周元媛 双 二信高中 曾孝德 

甲等 嘉義市 杜信穎 港都逆旅 嘉義高中 陳介一 

甲等 嘉義市 陳佳鈺 咾咕石後的紅色大門 華南高商 阮淑真 

入選 新北市 曹芷瑄 仰望 復興商工 黃啟順 

入選 新北市 陳智駿 生命中不可承受的輕 復興商工 林玟慧 

入選 新北市 丁如涵 彩繪青春 復興商工 林玟慧 

入選 新北市 吳品萱 遺忘的過去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鄭佳怡 十七歲的禮物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劉晏臻 菲比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台南市 鍾佳橞 沉積的時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南市 陳又慈 豐收季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許瓊朱 

入選 台南市 柯  萱 家的記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唐榮曉 

入選 台南市 鄭至軒 花之語─與向日葵的對話 新營高中 吳佩娟 

入選 台北市 譚皓旻 角落 協和工商 鐘世成 

入選 台北市 蔡依靜 杯中對 復興高中 柯良志 

入選 台北市 許瑞蘭 古往今來 協和工商 鐘世成 

入選 台北市 林裕軒 綠色噪音 復興高中 鄧仁川 

入選 台北市 翁子軒 我們要在哪裡飛 明倫高中 溫慶昇 

入選 台北市 鄭羽茹 童憶 明倫高中 溫慶昇 

入選 台北市 張韡 蓄勢待發 泰北高中 陳敏雄 

入選 台北市 陳湘菱 生機 泰北高中 林耀華 

入選 台北市 張育誠 早晨 師大附中 鄭元惠 

入選 台北市 陳 霖 臺北‧明天過後 中正高中 吳政治 

入選 新竹市 魏柏任 現實妥協 新竹女中 常業宏 

入選 新竹市 黃于洋 沒有明天的明天 新竹女中 周思葶 

入選 雲林縣 黃子綸 所謂自然․溪 斗六高中 陳春上 

入選 雲林縣 吳佩真 想彈同調 斗六高中 陳春上 

入選 嘉義市 張庭甄 家庭 嘉義高中 鄭淑姿 

入選 基隆市 李育萱 映 二信高中 曾孝德 

入選 基隆市 王莘雯 老爸的工作 二信高中 曾孝德 

入選 基隆市 劉品妤 記憶的烙痕 基隆高中 呂汶錚 



入選 高雄市 林岑瑾 逝 中華藝術學校 柯明村 

入選 桃園縣 范姜凱譯 惡 平鎮高中 楊祝菁 

入選 彰化縣 楊孟學 鏡中自我 彰化藝術高中 柳皓中 

入選 彰化縣 劉茹燕 分贓 彰化藝術高中 柳皓中 

入選 彰化縣 黃惠姍 空‧洞 彰化藝術高中 吳奕錡 

入選 台中市 梁洛瑄 意象‧影 明道中學(高中部) 侯信憲 

入選 苗栗縣 熊介愷 塵風一角 苗栗高中 劉佳琪 

入選 苗栗縣 徐瑞謙 默 苑裡高中 沈錦政 

入選 屏東縣 馬鈺婷 曾經 屏東高中 蔡振文 

入選 南投縣 林政融 我要回家 竹山高中 林政杰 

入選 南投縣 林晏如 欲走還留 竹山高中 林政杰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9     

總計 46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大專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台南市 邱雅雯 地下水道 台南大學 朱紋皆 

優等 台北市 陳昱凱 平行空間 中國文化大學 翁美娥 

優等 台南市 王家威 深在我心 長榮大學 沈政乾 

甲等 高雄市 楊佑籲 勇往直前 樹德科技大學 陳文亮 

甲等 屏東市 林玟均 冥想 屏東教育大學 林大維 

甲等 台南市 郭安妮 祖厝的牽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北市 黃巧鳴 

煩較力爭勝,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不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

我們卻是要得不能壞的冠冕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張青峰 

入選 台南市 范宸瑋 惱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曾俊義 

入選 台南市 陳美合 兒時記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南市 張瑜秦 你今天喝飲料了沒?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屏東市 張瓈尹 潮流 屏東教育大學 李學然 

入選 屏東市 楊斯婷 樂．表演結束 屏東教育大學 郝穎璋 

入選 新竹市 王臻霓 慾望城市 新竹教育大學 張元俍 

入選 台中市 張莉雯 Hakka 文化 台中教育大學 林欽賢 

特優 1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8     

總計 14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優等 新北市 李奕憲 森之物語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林靜芝 

甲等 新北市 陳重鈞 新星之光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林靜芝 

甲等 台北市 鄭仲涵 祈福 臺北醫學大學 無 

入選 新北市 劉彥初 豐收 景文科技大學 無 

入選 台南市 劉軒旻 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林耀生 

入選 高雄市 江沐錦 棄室 文藻外語學院 雍宜欽 

特優 0     

優等 1     

甲等 2     

入選 3     

總計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