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類國小中年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新北市 徐萱庭 創意氣球大賽 光華國小 鄭淑君 

特優 花蓮縣 林巧晏 煙火節 海星國小 林志貞 

優等 台中市 机瑋潔 森林保育 信義國小 郭瓔珍 

優等 苗栗縣 彭靖淵  健康彈珠台 建國國小  張維修

甲等 新北市 黃愷言 愛牠請別帶走牠-海洋保育海報設計 溪洲國小 涂嘉興 

甲等 澎湖縣 許芃葳 海報設計—有家「鮭」不得? 東衛國小 許順吉 

甲等 彰化縣 連  晨 郵票設計 萬來國小 鄧瑪琍 

入選 新北市 劉思妤 就要融了! 及人小學 吳詠綺 

入選 新北市 朱珮瑄 主題月曆設計 集美國小 林盈君 

入選 新北市 陳致榮 戀戀飛魚季 正義國小 曾美霞 

入選 新北市 周  彤 愛心多「藝」點 裕民國小 劉怡顏 

入選 新北市 林孟霖 叢林幻想曲 廣福國小 黃蘋蓁 

入選 新北市 周旻萱 別飆車 板橋國小 洪文英 

入選 新北市 林品萱 台北煙火節 板橋國小 陳明月 

入選 新北市 徐詩閔 遊樂園煙火秀海報 廣福國小 林佳穎 

入選 新北市 周品岳 電子寵物大展 北新國小 周佳建 

入選 台南市 陳進杰 海報設計 省躬國小 吳佳憓 

入選 金門縣 黃敬涵 小小動物園 西口國小 翁郁玫 

入選 台南市 劉又綜 烏樹林籃球賽 樹人國小 花誌陽 

入選 台南市 魏杏娟 創意偶戲劇團公演 樹人國小 黃明漢 

入選 台北市  陳  霏    黑色星球人   長安國小 黃炳文 

入選 台北市   許中道     達悟族捕魚趣   華江國小 孫孟儀 

入選 台北市 鄭崴聲   沙堡大賽   新生國小 鍾璧如 

入選 新竹市 李原至 鳥類郵票 曙光小學 林碧月 

入選 雲林縣 何品諺 雲林好神節 朝陽國小 翁瑞徽 

入選 雲林縣 羅芳瑜 媽祖文化祭 立仁國小 廖嘉信 

入選 雲林縣 蔡元騰 樂活 朝陽國小 蔡宜佳 

入選 嘉義市 賴思岑 相親相愛 林森國小 周惠津 

入選 嘉義市 蔡曜羽 恐龍化石展 志航國小 謝宜瑾 

入選 基隆市 蔡宛蓉 我的家在哪裡 德和國小 謝紅玉 

入選 宜蘭縣 洪祁榕 浮雕設計 礁溪國小 林嘉鈴 

入選 高雄市 李宛蓁 不要讓綠蠵龜找不到家 前金國小 林琇雯 

入選 高雄市 陳可雅 蝶舞草山 林園國小 蘇妙如 

入選 高雄市 橋田佳奈 線條組曲 七賢國小 沈佩蘊 

入選 高雄市 張甄惠 天空的原住民 林園國小 賴淑靜 



入選 高雄市 謝宜庭 編織設計展 二苓國小 麥郁敏 

入選 高雄市 李睿寓 歡樂豐年祭 新莊國小 黃錦和 

入選 高雄市 尤芝苓 十二生肖嘉年華會 十全國小 吳孟珍 

入選 高雄市 吳珈誼 雪人 龍華國小 廖溫純 

入選 高雄市 黃珞菱 門神守護 鹽埕國小 吳正榮 

入選 高雄市 宋佳樺 一定要幸福哦 新民國小 李美慧 

入選 桃園縣 黃彥芸 反詐騙宣導海報 瑞塘國小 徐逢滿 

入選 彰化縣 蕭凱宸 古蹟導覽封面設計 和美國小 楊雅婷 

入選 彰化縣 賴玟妤 趣味接龍 僑信國小 劉惠美 

入選 花蓮縣 林雅婕 八家將 海星國小 林志貞 

入選 台中市 黃鑠惟 獨角仙的世界 信義國小 郭瓔珍 

入選 台中市 楊詠婷 百年大戲 南陽國小 廖美昭 

入選 台中市 許以臻 愛護動物 四維國小 黃鈐溶 

入選 苗栗縣 黃郁茜  童詩欣賞—小白兔 通霄國小  許桂娟

入選 屏東縣 鄭宇勝 我安全了嗎? 新園國小 林貝霖 

入選 屏東縣 蔡欣蓉 原住民郵票設計 中正國小 林雅玲 

入選 南投縣 廖紋誼 甲蟲派對 南投國小 葉黎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5     

總計 5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類國小中年級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宜蘭縣 張舒晴 不紙這樣 中山國小 廖慶昌 

特優 高雄市 陳柏均 高雄一級棒(畫中畫) 七賢國小 王玉珍 

優等 高雄市 吳以綸 台灣戲偶節 七賢國小 王良岑 

優等 桃園縣 羅芷婕 蒲公英的故事 桃園國小 楊麗惠 

甲等 台北市   藍中崑     危險！請遠離   民族國小 謝玲玲 

甲等 屏東縣 陳亭妤 屏東 F4 水果特賣會 民和國小 許修維 

甲等 彰化縣 方思琦 新虎姑婆 忠孝國小 邱麗玲 

入選 新竹縣 吳若薇 荷花祭 新社國小 高淑媛 

入選 新北市 林喬松 甲煙會早死 修德國小 殷亞蘭 

入選 台南市 呂文豪 反毒 立人國小 蔡金燕 

入選 台南市 王岱琪 弦樂團招生 立人國小 蔡金燕 

入選 台南市 呂家妍 音樂發表會 永康國小 陳雅菱 

入選 台南市 陳合歡 許願樹 新進國小 黃郁君 

入選 台南市 郭棠榕 鋼琴演奏會海報設計 新進國小 佘姿慧 

入選 台南市 李宜潔 永遠少一套 新進國小 賴洲玉 

入選 台北市 朱昱齊   珍愛受虐兒   民族國小 林政榮 

入選 新竹市 陳昀襄 夢幻馬戲團 竹大附小 葉王盛 

入選 新竹市 范育偉 熱鬧的公園 竹大附小 葉王盛 

入選 嘉義市 蔡瑜軒 天鵝湖 大同國小 蔡秉勳 

入選 嘉義市 林子揚 爸、請別抽了！ 大同國小 蔡秉勳 

入選 宜蘭縣 林冠樺 貓頭鷹書籤 中山國小 廖慶昌 

入選 宜蘭縣 陳彥達 變色龍生態 中山國小 廖慶昌 

入選 高雄市 陳可雯 布袋戲 林園國小 羅正傑 

入選 高雄市 何家卉 原住民的展 林園國小 陳琳琳 

入選 高雄市 蔡宜樺 傀儡戲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高雄市 陳怡閔 劍獅物語 林園國小 黃懷德 

入選 高雄市 劉峻漢 獅頭藝俥 林園國小 黃懷德 

入選 高雄市 蘇宥瑋 歌仔戲 七賢國小 許秀珠 

入選 高雄市 陳昱仁 別再吃了 鳳西國小 林螢美 

入選 高雄市 陳姵蓁 夏日森林音樂會 林園國小 賴麗芳 

入選 高雄市 許華羚 戀戀阿里山 七賢國小 蔡淑芬 

入選 高雄市 許慈尹 風調雨順 七賢國小 許秀珠 

入選 桃園縣 簡甄誼 塑化人生 桃園國小 黃伯思 

入選 彰化縣 趙亭禎 大怪獸 忠孝國小 林晉任 

入選 彰化縣 王思棋 魔法傳奇 忠孝國小 邱麗玲 



入選 台中市 魏翎宇 這樣的魚你敢吃嗎 大同國小 冉治平 

入選 台中市 李佳軒 愛護動物做就對了 順天國小 張雅萍 

入選 苗栗縣 邱薏嫙  來看布袋戲 通霄國小 郭玲均 

入選 苗栗縣 劉子銘  阿美族豐年祭 通霄國小 黃君立 

入選 屏東縣 張  榕 「飛魚祭」海報設計 東隆國小 李寶春 

入選 屏東縣 何昀真 海生館博覽會 民和國小 王孟真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4     

總計 41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類國小高年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台北市 侯佩萱 美麗臺灣 古亭國小 蘇茗瑾 

特優 高雄市 辛康華 
台灣原住民祭典文化 

海報設計 
信義國小 陳紀光 

優等 新北市 黃詩涵 廟口美食大車拼 莒光國小 陳曉峰 

優等 台中市 張勤耘 厝邊做伙來開講 中華國小 蔡聖懿 

甲等 新北市 江穎倫 月曆設計(六月風景) 仁愛國小 蔡文麗 

甲等 高雄市 林佳玟 物種悲歌 楠梓國小 林傳貴 

甲等 新竹市 張迦維 誰比北極熊強壯？ 東園國小 游閔惠 

入選 新北市 蔡侑昇 賽德克 積穗國小 呂衣品 

入選 新北市 李喬齡 郵票設計 文林國小 王淑芬 

入選 新北市 林彥良 臉書 積穗國小 陳秋瑩 

入選 新竹縣 鍾  震 蘭嶼風情知性之旅 光明國小 高慧媛 

入選 新竹縣 曾芊菱 無孔不塑 博愛國小 黃雅蒨 

入選 新北市 陳祈安 牙刷的壽命 正義國小 許文文 

入選 新北市 劉  韔 ROCK！藍色閃電 忠義國小 蔡昀珊 

入選 新北市 許慶安 讓世界更圓滿 新埔國小 劉玉玲 

入選 新北市 曾偉民 土法戀缸 北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新北市 劉子葳 鳥類圖書展 新和國小 張鏵云 

入選 台南市 林冠含 原民文化熱舞光年 新興國小 許美惠 

入選 金門縣 黃敬倫 風獅爺月曆 多年國小 余宛錡 

入選 台南市 洪婇綾 彩色與黑白 善化國小 陳宏茂 

入選 台南市 林延錚 我需要居住的家園 新泰國小 李佩珍 

入選 台北市 鄭易濬 金紙設計—眾神保佑 光復國小 林麗君 

入選 台北市 廖韋彤 音樂無國界 永吉國小 李茱莉 

入選 台北市 陸宜辰 2011 台灣熱汽球嘉年華 復興國小 郭傑明 

入選 台北市 吳秉璇 超越極限挑戰自我 文化國小 王志宏 

入選 台北市 謝淳雯 兒童管樂季 薇閣國小 賈若含 

入選 嘉義縣 柯庭瑜 鳥類奇觀海報設計 東榮國小 李惠蘭 

入選 嘉義縣 呂楷寧 賞鳥藝起來 六腳國小 謝碧花 

入選 宜蘭縣 林姵汝 蘭陽平原 大里國小 簡子祥 

入選 宜蘭縣 林佳怡 校園一隅 永樂國小 林志峰 

入選 宜蘭縣 陳昀瑄 珍奇面具巡迴展 北成國小 蕭靖慧 

入選 宜蘭縣 吳逸軒 恐龍考古隊 三民國小 林賢禮 

入選 高雄市 辛華剛 原住民圖騰設計 信義國小 魏憶如 

入選 高雄市 蔡志昇 探訪古文物 新甲國小 歐珊如 



入選 高雄市 倪乾維 我好想回家喔！ 獅甲國小 陳美芬 

入選 高雄市 何驥之 鳥纹 苓洲國小 許秋瑾 

入選 高雄市 陳佳成 今年我當家 林園國小 董原利 

入選 高雄市 劉姿璇 網中魚 砂崙國小 張芬蘭 

入選 高雄市 張懿文 最愛還是荷花 龍華國小 林美秀 

入選 高雄市 陳思穎 恆春海洋季 莊敬國小 詹淑萍 

入選 桃園縣 于  皓 藝術特展 桃園國小 吳素鑾 

入選 桃園縣 蔡佳叡 珍愛森林音樂會 西門國小 廖文淑 

入選 台東縣 簡  均 Hold 住了嗎? 福原國小 王薇雅 

入選 台東縣 陳泳安 包包設計 仁愛國小 吳思穎 

入選 彰化縣 蕭意儒 抓周 信義國小 徐嘉陽 

入選 花蓮縣 邵  煖 引人「住」目 海星國小 林志貞 

入選 花蓮縣 王馨蕾 釣到污染魚 銅門國小 楊淑曾 

入選 台中市 劉佳忞 三太子 Fun 電 霧峰國小 洪維彬 

入選 台中市 吳采蓁 大家來造林 信義國小 蔡玉盤 

入選 台中市 張之宜 神.舞 龍峰國小 呂金龍 

入選 台中市 童品華 老鷹捉小雞 清水國小 蔡幸妤 

入選 台中市 王宇辰 何處是我家？ 大雅國小 傅瓊紋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5     

總計 5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類國小高年級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特優 屏東縣 蔡哲儒 舞動原住民的傳說海報 東隆國小 李淑娟 

特優 台中市 戴顯驊 飛魚季 大元國小 楊惠卿 

優等 高雄市 劉安霓 賞鳥季 林園國小 羅正傑 

優等 高雄市 李曜庭 踩風高雄．自在遨遊 屏山國小 蔡佩玲 

甲等 桃園縣 邱奕豪 台南鹽水烽炮 桃園國小 陳懿萍 

甲等 屏東縣 陳芃言 兒童的傳統藝術展演海報設計 中正國小 吳有恆 

甲等 台南市 王威翔 原住民話劇海報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新北市 林義閔 電音三太子－臺灣保庇 永平國小 郭學廷 

入選 新竹縣 張語冰 國際布袋戲大展 新社國小 張淑雯 

入選 新北市 蘇庭儀 變色的童年 修德國小 林紫薇 

入選 新北市 林芷安 愛狗愛貓 新埔國小 江淑慧 

入選 新北市 陳  杰 我愛說英文 新埔國小 劉佳琦 

入選 台南市 葉田甜 門神巡禮 立人國小 顏碧玲 

入選 台南市 郭力榆 音樂海報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台南市 黃智瑋 安平花季海報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澎湖縣 何品諭 異想－光碟封面設計 中正國小 陳淑真 

入選 台北市 朱彤茵 臺灣一家親 民族國小 李秀珍 

入選 台北市 李靖雯 舉頭三尺 建安國小 吳瓊娟 

入選 台北市 曾詩雅 臺灣觀光有 GO 讚 建安國小 陳璽元 

入選 新竹市 姜冠佑 喜上眉梢 竹大附小 趙雯津 

入選 雲林縣 陳顥升 獵人出沒!!熊注意 元長國小 何雪芳 

入選 雲林縣 沈慧珊 夢想起飛 元長國小 周冠良 

入選 宜蘭縣 
簡君如 

泰雅生活館(蘭陽博物館)- 

海報設計 
成功國小 蕭維霆 

入選 高雄市 呂亭宜 左營萬年季 屏山國小 蔡佩玲 

入選 高雄市 陳宗明 「天空王者」郵票設計 林園國小 邱飛進 

入選 高雄市 戴慈妍 慶端午 屏山國小 蔡佩玲 

入選 高雄市 蘇瑀婕 用麵包揉進情感 屏山國小 余宛沚 

入選 高雄市 王慶文 春天六節氣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高雄市 陳奕璇 本土電影展 林園國小 徐玉恭 

入選 高雄市 于琦萱 國家公園郵票設計 林園國小 徐玉恭 

入選 高雄市 高家明 蒙娜麗莎髮型設計 屏山國小 蔡佩玲 

入選 高雄市 郭庭禎 官將首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高雄市 宋馨慈 蝴蝶郵票設計 七賢國小 柯貞如 

入選 彰化縣 邱元承 黑面琵鷺的悲歌 僑信國小 賴仲彥 



入選 彰化縣 張鎮宇 辟邪 僑信國小 呂淑靖 

入選 台中市 黃柔之 命運的指針 大同國小 冉治平 

入選 台中市 余承蔚 甩油百噸 大同國小 冉治平 

入選 屏東縣 張立宣 城市之夜音樂月曆時鐘設計 中正國小 吳有恆 

入選 屏東縣 鄭  妍 屏東走透透風情郵票設計 中正國小 吳有恆 

入選 屏東縣 洪韻涵 「原」味百分百 東隆國小 吳佩真 

入選 屏東縣 李逸瑄 皮影戲嘉年華 中正國小 許元臻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4     

總計 41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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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隆市 林其燁 世界是一幅美麗的圖畫 安樂高中(國中部) 魏妤珊 

特優 桃園縣 李欣儒 舞女 石門國中 何毓羚 

優等 新北市 邱法雅 衝出自己的色彩 福營國中 陳綺徽 

優等 高雄市 徐胤豪 臺灣民俗技藝-郵票設計 立志中學 孫英倫 

甲等 台南市 蔡易儒 爭奇鬥艷 安平國中 許怡真 

甲等 宜蘭縣 謝靜萱 當自然遇上科技 員山國中 林奕如 

甲等 高雄市 林  瑢 My watch 創意設計 小港國中 陳娜娜 

入選 新北市 游采蓉 白開水最好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北市 丁雨彤 書香世界滿載而歸 樹林高中 黃惠謙 

入選 新北市 賴玟諭 MIT 台灣特色 T恤設計 中和國中 孫菊君 

入選 新竹縣 劉彥均 牠願意嗎？ 芎林國中 林容安 

入選 新北市 林依儒 憂慮!優綠? 正德國中 花惠青 

入選 新北市 連治瑋 菸酒害一生 淡江中學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陳姿穎 濃情客禮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周  玓 毒你千遍 福營國中 林毓修 

入選 新北市 劉潔儒 你今天吃「塑」了嗎？ 中山國中 呂佳蓉 

入選 新北市 林姵妏 資源浩劫 海山高中(國中部) 吳品瑢 

入選 新北市 雷佳蕙 美力．麗量 漢字節 瑞芳國中 林英斌 

入選 新北市 陳淨慈 人類啊，你是自作自受． 五峰國中 田佩凡 

入選 台南市 郭家芸 虛偽的笑容 光華女中 王耀騰 

入選 台南市 蔣昕哲 Who cares? 慈濟高中(國中部) 張育綺 

入選 台北市 郭沁璇 老化海嘯 敦化國中 無 

入選 台北市 盧鵬翰 醉一時、毀一世 敦化國中 無 

入選 台北市 江采蓉 光明與黑暗 塯公國中 許國賓 

入選 台北市 時蘊萱 Can not wait!! 重慶國中 黃明慧 

入選 台北市 袁清揚 奉茶 仁愛國中 詹棟尊 

入選 台北市 陳愉方 遇見排灣時尚風華 石牌國中 范中瀚 

入選 新竹市 簡凱欣 E 網無際 建華國中 葉慧雯 

入選 嘉義縣 洪晟益 爭 東石國中 蔡滄得 

入選 嘉義市 陳筠蓁 
「2011 嘉義市國際管樂節」

海報 
大業國中 林昆亨 

入選 基隆市 詹也影 原住民藝術組卡 銘傳國中 蔡毓真 

入選 宜蘭縣 周  鵬 科幻人物的想像設計 壯圍國中 張繼琳 

入選 宜蘭縣 潘心如 「黑光劇」海報 宜蘭國中 黃雅容 

入選 高雄市 林妙蓮 原生圖騰杯墊設計 五甲國中 江家禎 



入選 高雄市 宋岩叡 農村樂 
高師大附中(國中

部) 
羅笙豪 

入選 高雄市 周梓萱 
我的私房雜貨小舖

Reproduction for Real 
光華國中 陳靜慧 

入選 高雄市 何欣穎 奇幻玩偶月曆 五福國中 洪儷庭 

入選 高雄市 宋馨瑜 原織原味 光華國中 賴欣芳 

入選 高雄市 吳 潼 打狗文化巡禮 鳳林國中 黃繼賢 

入選 高雄市 吳若薇 四獸月曆設計 小港國中 陳娜娜 

入選 高雄市 黃  薇 

百變．她的姿態－ 

2011 當代女性思潮論壇活動

海報設計 

陽明國中 蕭穎恬 

入選 高雄市 劉雨璇 郵票設計天空之城 七賢國中 洪詩晴 

入選 桃園縣 黎怡均 新禧 復旦高中(國中部) 梁忠弘 

入選 彰化縣 黃瑋婷 地球曼荼羅 文興高中(國中部) 劉文涵 

入選 台中市 李柏音 反毒 僑泰高中(國中部) 楊意美 

入選 台中市 洪文也 神秘的卡卡 清泉國中 顏惠菁 

入選 台中市 鄭亦汝 逗陣來坐 四箴國中 蔡旻欣 

入選 台中市 陳清杉 蘭嶼觀光文化季 清水國中 許育菁 

入選 台中市 陳姵双 三義木雕藝術節設計海報 大華國中 李弘婷 

入選 台中市 黃茵茵 西方神話青花瓷設計 大雅國中 楊振華 

入選 南投縣 鄒柏彥 紅運當頭 南投國中 劉嘉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4     

總計 51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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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蓮縣 王宥証 哀傷的地球小姐,正在煩惱… 國風國中 林家瑜 

特優 高雄市 陳郁盛 從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 壽山國中 丁連進 

優等 雲林縣 龔照峻 不朽的悲劇 東南國中 何正裕 

優等 高雄市 林妏憶 各行各業 壽山國中 吳旻芳 

甲等 台北市  郭語喬     Ups Or Downs﹖   百齡高中(國中部)   林素霞  

甲等 高雄市 吳中濬 森林是物種的家 壽山國中 吳旻芳 

甲等 花蓮縣 徐孟琪 FASHION WAR 國風國中 林家瑜 

入選 新北市 林宜嫻 台灣原色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北市 趙文翎 我的青春小鳥 中和國中 趙漱涵 

入選 新竹縣 田媛瑄 浩劫 竹北國中 范逸芳 

入選 新竹縣 呂岱芸 新竹好風情 竹北國中 范逸芳 

入選 新北市 劉柏漢 早死 三重高中(國中部) 彭啟桐 

入選 新北市 黃威凱 你能改變牠的命運 三重高中(國中部) 彭啟桐 

入選 新北市 江惟琳 雙十國慶─生日快樂 泰山國中 李以新 

入選 新北市 鍾佳穎 2012 豐年祭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新北市 蔡之容 發「線」台灣美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新北市 李玠蓉 消失的「地」平線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台南市 陳芷瀅 經濟發展環境破壞 永康國中 周亮吟 

入選 台南市 林品依 何處是我家？ 永康國中 周亮吟 

入選 台南市 黃揚茜 慟  !  永康國中 洪志瑋 

入選 台北市 張舒晴   Miracle   五常國中   林惠倩  

入選 台北市   趙章閎     共識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張哲愷   時代的創造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翁瑋蓮   勞獄？   百齡高中(國中部)   林素霞  

入選 嘉義縣 麻雅媛 好想有個家 水上國中 薛汝芳 

入選 基隆市 徐至鴻 賭一時毀一世 安樂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入選 宜蘭縣 陳宥銜 你家在哪裡？ 宜蘭國中 黃雅容 

入選 宜蘭縣 曾筠淇 妖怪 VS 魔獸 宜蘭國中 黃雅容 

入選 宜蘭縣 吳立威 給我們一個安心的家 宜蘭國中 黃郁雯 

入選 宜蘭縣 張苡柔 「2012 海洋繽紛樂」月曆設計 宜蘭國中 黃雅容 

入選 宜蘭縣 余若寧 台北國際書展海報 宜蘭國中 黃雅容 

入選 高雄市 洪瑄蔓 Cat Show 五甲國中 江家禎 

入選 高雄市 黃宥融 月曆設計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王品萱 色即是空 道明高中(國中部) 蔡達源 

入選 高雄市 周子羣 球類入門教學書封面設計 林園高中(國中部) 李紀瑩 



入選 高雄市 蔡綺真 六畜興旺月曆設計 林園高中(國中部) 陳志仁 

入選 高雄市 黃品心 兵馬俑 林園高中(國中部) 陳敏慧 

入選 高雄市 黃沛甄 藏書票設計 林園高中(國中部) 陳敏慧 

入選 桃園縣 黃瀚霆 what wrong with the fashion? 桃園國中 劉錦燕 

入選 桃園縣 張愛眉 青春紀事 桃園國中 劉錦燕 

入選 桃園縣 余紹安 我的憤怒你看到了嗎? 桃園國中 劉錦燕 

入選 桃園縣 鄭仁杰 你是控制者，還是奴隸… 中壢國中 徐康庭 

入選 桃園縣 劉韋廷 一線之隔 楊梅國中 王桂華 

入選 彰化縣 蕭煒霖 能再逃到哪裡? 明倫國中 劉學殷 

入選 花蓮縣 林亮妤 正煩惱著菸害 國風國中 林家瑜 

入選 台中市 陳冠廷 與毒為友回不了頭 長億高中(國中部) 王雅雯 

入選 台中市 林宛陵 童言童語-2011 童話繪本展海報設計 四箴國中 蔡芳卉 

入選 南投縣 楊念宜 平溪天燈節 南投國中 陳俏妁 

入選 南投縣 廖子瞻 原住民文化展 南投國中 陳俏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2     

總計 49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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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宜欣 台灣蕉傲 大甲高中 曲小燕 

特優 桃園縣 徐維駿 良禽擇？而棲 復旦高中 游佳琪 

優等 台北市   林鈺媗     慢性自殺   木柵高工   熊世明   

優等 高雄市 陳奕婷 為牠與我們留點空間 小港高中 無 

甲等 新竹市 廖玉茹 同心援 新竹高工 劉靜蓉 

甲等 高雄市 王國瑋 覆巢無完卵 福誠高中 洪世偉 

甲等 桃園縣 梁廷毓 BOOKWORM 育達高中 王凱慧 

入選 新北市 謝卓穎 生機 淡江高中 林浩榮 

入選 新北市 林韋辰 噬有幾球 淡江高中 林浩榮 

入選 新北市 林孟蓁 「寶」護動物海報 安康高中 古耀華 

入選 台南市 張育芯 熱島 聖功女中 王邦榮 

入選 台北市   徐依梵     筷子手   協和工商   林曉薇   

入選 台北市   王  甯     塑淨   中山女中   周育妏   

入選 台北市   蕭成澍     台灣人口老化海嘯來襲海報設計   華江高中   顏國榮   

入選 台北市   李昭儀     環境整潔—公德心海報設計   華江高中   陳韻如   

入選 台北市   楊永雋     帶刺的伴侶   木柵高工   熊世明   

入選 台北市   林奕君     LOVEARTH   師大附中   張慈韡   

入選 雲林縣 蔡岳琳 月下嬌顏 正心中學 洪雅玫 

入選 雲林縣 蔡青昭 一同守護綠色自然 斗南高中 李季蓉 

入選 嘉義市 郭庭妤 為環保乾杯! 輔仁高中 王建凱 

入選 基隆市 陳杰希 慢性自殺 二信高中 陳良蕙 

入選 基隆市 楊育穎 福到 二信高中 林慧雅 

入選 基隆市 施玉子 原色時尚篇 二信高中 林慧雅 

入選 基隆市 江芃樺 能源危機 二信高中 陳良蕙 

入選 基隆市 康雅芹 塑造未來 基隆女中 林宏維 

入選 宜蘭縣 張雅淳 珍惜水資源 羅東高中 潘勁瑞 

入選 宜蘭縣 游宛庭 Where will they be? 宜蘭高商 周邦蘊 

入選 宜蘭縣 翁有繼 台 灣 珍 寶 宜蘭高商 周邦蘊 

入選 高雄市 許宏耀 Alcohol corrodes 前鎮高中 蔡孟恬 

入選 高雄市 廖珮伶 生生不「惜」，源源不「覺」! 海青工商 余旻禎 

入選 高雄市 顏雅瑄 扼殺魚 海青工商 余旻禎 

入選 高雄市 王晟譯 2012 月曆設計 立志中學 孫英倫 

入選 高雄市 曾郁珈 「汙」托邦，「刪」瑚海! 海青工商 余旻禎 

入選 高雄市 柯皓仁 百變兔精靈設計 明誠中學  李瑞雪 

入選 台東縣 許瑋方 Reverse—自殺防治宣導 台東高商 張莉菁 



入選 桃園縣 陳璿伊 預防愛滋，由你開始 復旦高中 游佳琪 

入選 彰化縣 賴以純 祈禱 員林家商 楊國霖 

入選 花蓮縣 徐韶妤 動物生活化 花蓮高工 黃兆伸 

入選 台中市 楊維中 無欲則剛 不當卡奴 僑泰高中(高中部) 楊意美 

入選 台中市 徐藝嘉 這樣就「正」了嗎? 台中女中 鄭如娟 

入選 台中市 湯詠竣 氣球‧棄球 明道中學(高中部) 林哲榮 

入選 台中市 陳郁吟 老街 弘文高中(高中部) 宋貴晶 

入選 苗栗縣 羅雅文 梅蘭竹菊四譜 竹南高中 連森裕 

入選 苗栗縣 柯婷婷 冰逝.熊失 苗栗高中 劉佳琪 

入選 苗栗縣 范姜媛 永不落幕 苗栗高中 劉佳琪 

入選 屏東縣 莊采琳 環境劊子手 來義高中 黃秋泉 

入選 屏東縣 吳昱穎 流浪狗的獨白 屏北高中 曾國正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0     

總計 47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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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   鄭琪馨     關懷受虐兒     開南商工   周宥嫺   

特優 台中市 楊  笛 成仙？成佛？ 新民高中 王建翔 

優等 新北市 鄭文柔 你捨得嗎 豫章工商 梁堯文 

優等 台北市   溫文涵     性侵害系列海報—保護篇、強迫篇   泰北高中   吳佳芬   

甲等 台北市   簡瀚威     安全入套，最為上道   開南商工   張曉菁   

甲等 宜蘭縣 李季蓉 華麗的醜陋 宜蘭高中 林金鐘 

甲等 台中市 周  彤 皮開肉綻 豐原高中 王庭捷 

入選 新北市 陳治維 別再啃老了 復興商工 林蓓菁 

入選 新北市 林信安 一局定生死 復興商工 簡嘉宏 

入選 新北市 單仲維 舉手之讓，即使只是無心之舉 復興商工 許得輝 

入選 新竹縣 陳思廷 爸爸芭樂吧 義民中學 吳帥 

入選 新北市 廖英里 塑毒‧樹讀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潘靜柔 開車之義不在酒 豫章工商 梁堯文 

入選 新北市 關震朋 北極熊的未來 全球暖化下滅絕 能仁家商 林政安 

入選 台南市 陳映竹 存留生機  才有奇蹟 光華女中 陳宗儀 

入選 台南市 林明毅 針到命除 南英商工 許碧美 

入選 台南市 丁亦庭 節能系列 後壁高中 林怡珊 

入選 台南市 黃晟銘 Right here, right now.  新營高中 李真美 

入選 台北市   許翔瑋     展鹿臺灣、鴨軸臺灣   育達商職     翁心婕   

入選 台北市   曾淯琪     網路陷阱   開南商工   廖雅慧   

入選 台北市   譚棨懿   
  環境保育系列海報- 

無與輪比篇、一脈相傳篇   
泰北高中   吳佳芬   

入選 台北市   徐心宇     網路危險系列海報—老虎篇、蟒蛇篇  泰北高中   吳佳芬   

入選 台北市   郭勤恩     森林保育系列海報—折扇篇、剪紙篇  泰北高中   吳佳芬   

入選 台北市   李名晏     汙漆抹黑、綠意黯染   泰北高中   陳柏嘉   

入選 嘉義市 洪芷瑩 三隻小兔—人際的臨界點 嘉義高中 陳介一 

入選 嘉義市 蔡允中 成為標本之前 嘉義高中 李淑娟 

入選 雲林縣 歐展言 NEXT—寶特瓶之後 土庫商工 蔡璽琳 

入選 雲林縣 黃詩雯 交通安全宣導海報 土庫商工 蔡璽琳 

入選 基隆市 李建緯 勝負已定 二信高中 謝啟駿 

入選 高雄市 蔡承恩 終結生態基地等同讓物種走入歷史 鳳山商工 無 

入選 高雄市 陳聖茹 輻世繪?! 海青工商 余旻禎 

入選 高雄市 黃選瑜 日常生活的犧牲品 鳳新高中 鄭伊璟 

入選 高雄市 蘇怡雯 父母的負擔 鳳新高中 鄭伊璟 

入選 高雄市 李岳蓉 毒害 海青工商 余旻禎 



入選 高雄市 陳哲勝 改變世界的六度 C 鼓山高中 朱俊勳 

入選 高雄市 謝瑨璇 環境與生活 東方設計學院 陳炳宏 

入選 高雄市 陳俊言 無子棋 鼓山高中 朱俊勳 

入選 桃園縣 吳昭儀 動物是非賣品 育達高中 顏子欽 

入選 花蓮縣 吳心蘋 田 玉里高中 劉邦祺 

入選 台中市 廖威舜 愛的種籽 大明高中 陳鈺棻 

入選 台中市 洪偉崴 閱讀耕耘你的腦袋 台中高工 謝宛臻 

入選 台中市 賴佑昌 名附其實 明道中學(高中部) 韓志玟 

入選 台中市 葉冠宜 蔬果最有利 新民高中 王建翔 

入選 台中市 田廷凱 幹得好！ 新民高中 王建翔 

入選 苗栗縣 江宇涵 家園 苑裡高中 許惠茹 

入選 南投縣 林佳盈 阮嘛系台灣囝仔 竹山高中 陳信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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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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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台南市 陳郁雯 非死不可 南台科技大學 施炳煌 

甲等 新竹市 楊宇恩 企不成生/極待救援 玄奘大學 謝明勳 

甲等 新竹市 陳子芸 地球資源你我他 玄奘大學 何堯智 

入選 台南市 林芯儀 未來進行式 南台科技大學 施炳煌 

入選 高雄市 黃昭雄 台灣精神 東方設計學院 楊佳廣 

入選 台南市 洪明露 201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台南市 張議云 文化的黎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入選 新竹市 潘威光 和平護台灣 玄奘大學 李明倫 

入選 新竹市 韓佳志 科技‧牡蠣 玄奘大學 何堯智 

特優 0     

優等 1     

甲等 2     

入選 6     

總計 9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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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台南市 劉軒旻 打破砂鍋問到底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林耀生 

入選 宜蘭縣 江婉儀 花藝之旅 蘭陽技術學院 陳慧如  

特優 0     

優等 0     

甲等 1     

入選 1     

總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