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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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蔡睿麗 工作中的阿嬤 七賢國小 許秀珠 

特優 新竹縣 劉玟輝 街頭藝人 田寮國小 鄭生祥 

優等 南投縣 廖書賢 貓的美夢 廣福國小 田佩麟 

優等 屏東縣 郭尚融 秋蟹正甜 東隆國小 李寶春 

甲等 嘉義縣 呂岱陽 豐收 六腳國小 謝碧花 

甲等 宜蘭縣 劉冠瑜 看牙醫 中山國小 廖慶昌 

甲等 高雄市 許華羚 菜市場 七賢國小 許秀珠 

入選 新竹縣 宋偲語 快樂的假日 新社國小 高淑媛 



入選 新竹縣 馮奕恩 學長笛真快樂 竹北國小 李宜芳 

入選 新竹縣 葉芷庭 舞龍 新湖國小 陳幸暉 

入選 新北市 許乙捷 京劇 正義國小 阮秀錦 

入選 新北市 呂可欣 門神 榮富國小 林佩玉 

入選 新北市 劉智瀚 繽紛 思賢國小 陳怡儒 

入選 臺南市 申翊萱 逗熱鬧 復興國小 林明淵 

入選 臺北市   翁啟峰     寒窗苦讀   光復國小   蘇孟虹   

入選 臺北市   黃意閔     木棉花心情   永樂國小   林志仲   

入選 臺北市   王蔚綸     大家一起來吃火鍋   金華國小   劉玲如   

入選 臺北市   李祐欣     火車   新民國小   焦素玲   



入選 臺北市   金震緯     參觀兵馬俑展   華興國小   賴姿潔   

入選 臺北市   葉若葳   

  最珍貴的一顆草莓—阿嬤與

我   

奎山國小   陳惠媛   

入選 臺北市   李奕宸     種絲瓜   三玉國小   林玉翎   

入選 雲林縣 蘇鈺婷 養蚵人家 南陽國小 林育昭 

入選 嘉義市 劉佳欣 媽祖出巡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嘉義市 黃芊瑜 烤肉 大同國小 吳品慧 

入選 基隆市 陳育鋒 羊咩咩農場 七堵國小 陳楹珊 

入選 宜蘭縣 林陌琳 漁季猶存 公正國小 林欣穎 

入選 高雄市 洪崑瑋 造船 中正國小 廖玲珍 



入選 高雄市 張簡采慧 花花世界 昭明國小 張翠清 

入選 高雄市 蘇芷筠 拜拜祈福 新民國小 郭慧雅 

入選 高雄市 楊懷甯 花田 新民國小 李美慧 

入選 高雄市 王允茹 餵乳牛 新民國小 郭慧雅 

入選 高雄市 霍柏硯 做紙傘 新民國小 李美慧 

入選 桃園縣 顏瑀彤 頭髮舞 大溪國小 曾佩華 

入選 桃園縣 莊雅涵 中元普渡大豬公 瑞埔國小 葉千豪 

入選 彰化縣 王玟璇 魚拓 和美國小 楊雅婷 

入選 彰化縣 陳芝穎 扯鈴 萬來國小 莊翔嵐 

入選 彰化縣 張喬苹 葡萄成熟時 僑信國小 楊雅芬 



入選 臺中市 楊之涵 仲夏 大元國小 廖文華 

入選 臺中市 周敬翰 富春山居圖好棒! 臺中教大實小 莊瑞娟 

入選 臺中市 周宣宏 八哥 光正國小 陳美月 

入選 臺中市 李  聿 馬戲團小丑 大同國小 王馨蓮 

入選 臺中市 洪燁然 甲蟲展 長安國小 梁志勳 

入選 臺中市 李佳融 美麗的孔雀 長安國小 梁志勳 

入選 臺中市 趙奕婷 假面藝術 龍泉國小 楊麗巧 

入選 臺中市 陳怡安 我和爸爸的蛋糕屋 竹林國小 蔡喜惠 

入選 臺中市 林可婕 豐收的捕魚祭 順天國小 張雅萍 

入選 臺中市 卓苡姍 曬魷魚 南陽國小 連彩伶 



入選 臺中市 蔡沛芹 大眼瞪小眼 順天國小 謝宛蓁 

入選 苗栗縣 鍾承佑 豐收 頭份國小 林俊良 

入選 苗栗縣 吳依蓁 傳承 蟠桃國小 胡惠迪 

入選 南投縣 柯博鈞 幸福的小雞 北投國小 林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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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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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林縣 施泓丞 編竹人家 虎尾國小 沈秀貞 

特優 屏東縣 余祐合 陪爺爺溜鳥 中正國小 吳有恆 

優等 雲林縣 蔡信昌 油傘情緣 東榮國小 林崇光 

優等 高雄市 林彥呈 巷口的瓦斯店 福東國小 李俞慧 

甲等 新北市 謝涵婕 辦桌 康橋國小 賴怡君 

甲等 宜蘭縣 廖珮羽 修船 公正國小 洪秋蓮 

甲等 屏東縣 洪濬豪 百年難得好閒情 東隆國小 李寶春 

入選 新北市 張艾萱 鄉下夜景 文林國小 王淑芬 



入選 新北市 梁雅淇 姐姐夜讀 中和國小 呂慧敏 

入選 新竹縣 楊子裕 市場 和興國小 王瓊滿 

入選 新北市 陳品妤 捕魚 仁愛國小 鄭博文 

入選 新北市 連婕妤 拜拜 重陽國小 李礽夏 

入選 新北市 何  璇 愛物惜福 麗林小學 唐麗珠 

入選 新北市 吳佳縈 繞境祈福 沙崙國小 許瑞耀 

入選 新北市 林莉涓 採鳳梨 溪洲國小 張捷勝 

入選 新北市 何佳晉 夜 溪洲國小 李秀晶 

入選 新北市 蘇子庭 拜訪黑面琵鷺 瑞芳國小 李銘勝 

入選 臺南市 吳彥廷 傀儡戲 安平國小 陳淑媛 



入選 臺南市 吳姿嫻 拉二胡 新興國小 姚炳宏 

入選 臺南市 黃胤誠 阿公的絕活 東陽國小 陳飛騰 

入選 臺南市 方冠中 漫漫一回家路 新進國小 陳宜君 

入選 臺南市 蔡育言 我的未來不是夢 新進國小 賴明享 

入選 臺南市 周筠恩 麵線人家 新進國小 黃麗瑾 

入選 澎湖縣 莊泓碩 魚市 文澳國小 陳美露 

入選 臺北市   簡愷瑢     中藥鋪   麗湖國小   陳安妮   

入選 臺北市   吳昭萱     薪火相傳   濱江國小   王慧禎   

入選 臺北市   胡毓庭     小丑   雙蓮國小 黃國袁 

入選 臺北市   鄭承櫸     逛市場   石牌國小   許琇雅   



入選 臺北市   陳思穎     媽媽在哪裡   天母國小   鍾文淵   

入選 臺北市   陳沛筠     人魚   文化國小   曾煥偉   

入選 雲林縣 許名緯 溫馨的家園 安慶國小 黃瑞祺 

入選 嘉義市 蘇詠婷 摘芒果 北園國小 林雅芳 

入選 嘉義市 王婉馨 公園 大同國小 高玉娟 

入選 宜蘭縣 劉姿伶 堆草垺 龍潭國小 林祐農 

入選 高雄市 于興堯 雨天 福康國小 林子育 

入選 高雄市 郝冠捷 滿載的心願 中正國小 周文君 

入選 高雄市 黃鼎量 布袋戲人生 旗山國小 林采憶 

入選 高雄市 鄢和佳 蘭嶼風光 後勁國小 黃榮發 



入選 高雄市 侯詠竣 曬魚乾 楠梓國小 黃惠齡 

入選 高雄市 陳又瑄 原住民的工藝師 加昌國小 朱國良 

入選 高雄市 劉胤彣 小鎮市集 光武國小 吳玫慧 

入選 桃園縣 張靖浤 「早」到的幸福 西門國小 黃勝仁 

入選 彰化縣 董聿珊 黃伯伯的豆腐工廠 和美國小 張俊郎 

入選 彰化縣 蔡薏禎 假日遊山城 和美國小 張俊郎 

入選 臺中市 簡安廷 廟旁的古巷 國光國小 吳志典 

入選 臺中市 蕭珮珊 哇！娃蛙~蛙 龍泉國小 蔡慧萍 

入選 臺中市 蘇淨妙 寄夢永生特展 南陽國小 連彩伶 

入選 苗栗縣 廖柏仲 夜景 山佳國小 廖柱 



入選 屏東縣 蔡昕翰 大紅燈籠高高掛 東隆國小 李淑娟 

入選 屏東縣 林佳怡 賞花趣 忠孝國小 曾淑貞 

入選 屏東縣 童秀祥 樹的劫難 民和國小 王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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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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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李睿歆 憩 中正高中(國中部) 盧怡杏 

特優 台中市 劉采威 街趣 崇德國中 鐘素珍 

優等 台南市 吳采穎 下一代危機 崇明國中 王淑宜 

優等 宜蘭縣 張韻淳 夜市 宜蘭國中 張俊雄 

甲等 桃園縣 梁  璦 「寶貝」你還想要什麼？ 復旦高中(國中部) 梁忠弘 

甲等 新北市 張芯瑜 共生 海山高中(國中部) 陳梅君 

甲等 台北市 簡黛翎   都市中的清香   麗山國中   黃碧秀  

入選 新北市 郭順豪 生態保留區 鶯歌國中 林振洋 

入選 新北市 許維禎 廟口的回憶 漳和國中 邱雅蘭 

入選 新北市 姜守倫 淅瀝 竹林中學 林沂樺 

入選 新竹縣 黃炫維 廟會 忠孝國中 王汝偉 

入選 新北市 張真彥 涸 溪崑國中 李坤興 

入選 新北市 張馨予 消逝中 中山國中 呂佳蓉 

入選 新北市 林瑜君 懷念的所在 安康高中 涂德正 

入選 新北市 朱珉鋒 西門町街景 康橋高中(國中部) 左涵涓 

入選 新北市 黃巧綺 等待起航 五峰國中 田佩凡 

入選 新北市 黃婕涵 

廚房三懼(聚)頭   

蒜頭薑頭紅蔥頭   

蟑螂螞蟻老鼠頭   

坪林國中 曹美惠 

入選 新北市 林于卉 閱讀樂園 瑞芳國中 林英斌 

入選 台南市 蕭莛譯 心鎖 復興國中 盧慧玫 

入選 台南市 吳旻儒 竹藝師傅 南新國中 陳怡君 

入選 台北市 蔡欣恬   孕育   民生國中   曹凱嵐  

入選 台北市 石嘉程   想念林旺爺爺   南港高中(國中部)   吳鑫聰  

入選 台北市 梁莉茜   挑燈夜戰   建成國中   陳仰德  

入選 台北市 熊怡瑄   鱻   仁愛國中   詹棟尊  

入選 台北市 陳昊男   兩老無猜   仁愛國中   陳昭如  

入選 台北市 郭人瑜   動物哀歌   石牌國中   江美華  

入選 台北市 鄭晴之   遊   薇閣高中(國中部)   羅夢婷  

入選 新竹市 曾美方 藝界人生 光華國中 錢瓊珠 

入選 嘉義縣 李梓瑜 傳承 永慶高中(國中部) 蔡志彥 

入選 嘉義市 蔡沛容 公園市集 輔仁中學(國中部) 董學武 

入選 嘉義市 郭芮如 聚集 玉山國中 張銘修 

入選 基隆市 劉宸瑋 亙古傳說 信義國中 周育雯 

入選 宜蘭縣 胡  亦 農忙 羅東國中 黃孟樵 



入選 高雄市 林稚荏 三太子 小港國中 葉雪茹 

入選 高雄市 徐筱媛 等待 正興國中 王淵生 

入選 高雄市 陳儷今 老街一隅 陽明國中 康紀婷 

入選 高雄市 黃欣儀 龍柱 龍華國中  黃昭雄 

入選 高雄市 徐筱婷 鱻 正興國中 王淵生 

入選 高雄市 黃暐婷 烏金—豐收 三民國中 楊子儀 

入選 桃園縣 楊雅涵 堅強的母親 中興國中 曾琬純 

入選 桃園縣 陳宇薇 早晨的市場 桃園國中 陳柏宇 

入選 台中市 陳柏丹 生命記痕 爽文國中 陳怡姍 

入選 台中市 張瑄鑗 夜市人生 東勢國中 楊獻捷 

入選 台中市 郭展佑 鄉野閒情 漢口國中 周湘苓 

入選 台中市 林家韻 悲情城市 萬和國中 徐嘉莉 

入選 台中市 廖聖瑋 幽靜 東山高中(國中部) 張珮珊 

入選 台中市 陳家妤 花與蝶 東山高中(國中部) 李明音 

入選 苗栗縣 林銘浩 水筆仔 竹南國中 黃宏文 

入選 苗栗縣 蔣采妮 競爭力 後龍國中 邱翊睿 

入選 屏東縣 徐佳聲 耕 大同國中 宋貞治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3     

總計 50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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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蘭縣 林亭仰 水族館 宜蘭國中 張俊雄 

特優 高雄市 黃柏語 同心協力 鳳山國中 卓雅宣 

優等 嘉義市 陳奕伃 晨音 蘭潭國中 林再振 

優等 台中市 郭佩蓉 夜光 長億高中(國中部) 邱悅慈 

甲等 台南市 顏怡侖 豔 民德國中 陳玫蓁 

甲等 新竹市 曾冠榮 迎神 建華國中 楊繡綾 

甲等 桃園縣 劉欣宜 夜市 楊梅國中 王桂華 

入選 新北市 陳虹褚 流行悲歌 三重高中(國中部) 彭啟桐 

入選 新北市 郭亦凌 老玩 泰山國中 盧玫竹 

入選 新北市 陳宥霓 森林的悲歌 泰山國中 盧玫竹 

入選 新北市 戴子翔 伺機而待 新埔國中 王壬延 

入選 新北市 袁    瑢 夜巡 新埔國中 黃小鈴 

入選 新北市 楊  軒 DREAM 崇光女中 吉星台 

入選 台南市 郭容彣 台南小吃 民德國中 陳玫蓁 

入選 台南市 周俊宗 古牆 民德國中 陳玫蓁 

入選 台北市 吳言麟   花草世界   五常國中   莊瑋婷  

入選 台北市 盛    薇   掠奪   古亭國中   潘祈達  

入選 台北市 林妤真   願‧和平   古亭國中   潘祈達  

入選 台北市   鍾宜家     人為刀俎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尤鈺昕     我所看見的海洋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田心如   科技殺戮   金華國中   蘇詒茹  

入選 台北市 劉安婕   生命的樂章   百齡高中(國中部)   蔡曜同  

入選 雲林縣 林又蕾 香腐香成 東南國中 梁玉枝 

入選 雲林縣 張安妮 燒酒螺 東南國中 梁玉枝 

入選 雲林縣 鄭盛謙 渴望 東南國中 梁玉枝 

入選 雲林縣 劉子豪 豐收 正心中學 劉捷生 

入選 嘉義市 王湘女勻 石窟之美 蘭潭國中 林再振 

入選 基隆市 周宜蓁 童年趣事 安樂高中(國中部) 吳美玲 

入選 基隆市 吳昀蒨 觀照 安樂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入選 宜蘭縣 陳書平 雨歇 宜蘭國中 張俊雄 

入選 高雄市 楊曜華 工作中的阿嬤 旗山國中  李靜華 

入選 高雄市 劉俞里 做敬的藝陣 旗山國中  陳雪芬 

入選 高雄市 張庭瑋 祈福 林園高中(國中部)  郭金池 

入選 高雄市 陳宥安 嬗遞的城市  三民國中 郭智慧 

入選 桃園縣 李瑩彥 迎媽祖 八德國中 許妙馨 



入選 桃園縣 汪怡伶 金魚？金玉？ 楊梅國中 王桂華 

入選 桃園縣 禹    彣 陽光下‧幸福 中壢國中 葉國康 

入選 彰化縣 蕭茗尹 豐收 明倫國中 江佳莉 

入選 台中市 許家綸 孤獨 五權國中 陳彥劭 

入選 台中市 楊雅鈞 雨街 五權國中 陳彥劭 

入選 台中市 許哲瑋 戲後 五權國中 陳彥劭 

入選 台中市 林宛陵 祈福 四箴國中 蔡旻欣 

入選 台中市 黃振銘 大仙尪仔 中港高中(國中部) 鄧丞敦 

入選 台中市 楊采蓁 遺留 大甲國中 呂文珊 

入選 台中市 陳奕辰 異夢 大甲國中 郭進興 

入選 屏東縣 葉  芳 芳蘭 大同高中(國中部) 梁明璐 

入選 屏東縣 張菀晴 生命之樹 大同高中(國中部) 梁明璐 

入選 屏東縣 葉  容 夜闌 大同高中(國中部) 梁明璐 

入選 南投縣 蔡君函 苔 南投國中 姚淑芬 

入選 南投縣 張明玥 忘幽谷 南投國中 姚淑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3     

總計 50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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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洪一禎 雨 三民高中 涂裕培 

特優 台中市 李奕諠 似我非我 東大附中(高中部) 林怡潓 

優等 台南市 郭孟潔 延續 家齊女子高中 蘇文娟 

優等 台中市 陳依禧 鬥豔 文華高中 沈佳瑩 

甲等 台南市 楊馥行 民俗宋江陣 聖功女中 王邦榮 

甲等 台北市  李思賢     慈佑護民   中崙高中   徐筱雯   

甲等 台中市 張郡庭 漫 大里高中 林芳平 

入選 新北市 區郁柔 鏡中自我 明德高中 欒興美 

入選 新北市 林廷龍 復活後所見的世界 明德高中 欒興美 

入選 新竹縣 裘濟榮 巷弄景象 忠信高中 汪智萍 

入選 新北市 陳芊筠 蝶戀花 新莊高中 劉偉柔 

入選 新北市 陳詩庭 科隆大教堂 安康高中 古耀華 

入選 台南市 蔡宇玟 安平樹屋 北門農工 黃嘉敏 

入選 澎湖縣 曾莉容 苦盡甘來 馬公高中 王文良 

入選 澎湖縣 陳美儒 祖孫晴 馬公高中 王文良 

入選 台北市  張詩庭     希望   南湖高中   朱文正   

入選 台北市  蕭詩穎   全能的保姆 迷「網」的童年  北一女中   鄭桂枝   

入選 台北市  王若琳     靜謐的午後—閒情逸致  大同高中   陳致霖   

入選 台北市  蘇怡靜     想念飛翔   景美女中   溫貝琳   

入選 台北市  鍾  杰     徘徊‧前進   師大附中   楊賢傑   

入選 台北市  陳顗亘     朦朧月夜   泰北高中   吳漢宗   

入選 台北市  易國安     古宅的憂鬱   泰北高中   吳漢宗   

入選 嘉義市 黃敬涵 賞 宏仁女中 周幸蓉 

入選 嘉義市 周宜靜 觀 宏仁女中 董學武 

入選 嘉義市 蔡明均 廟口 嘉義高中 董學武 

入選 嘉義市 李佳蓉 遊訪 宏仁女中 董學武 



入選 基隆市 鄭淳尹 海岸風光 二信高中 薛佰銘 

入選 宜蘭縣 林宜萱 指引 蘭陽女中 張俊雄 

入選 宜蘭縣 林志勳 豐收 中道中學 蔡明典 

入選 宜蘭縣 陳松岳 「急」與「擠」 羅東高工 陳春壅 

入選 高雄市 陳彥均 漁港的故事 高師大附中 羅笙豪 

入選 高雄市 楊惟珽 懷念的腳踏車行 高雄女中 黃裕雯 

入選 高雄市 李崇維 蔓延 義大國際高中 王美智 

入選 高雄市 陳彥霓 大船入港 鳳山高中 呂泰德 

入選 桃園縣 鄭菲比 城市城蝕 振聲高中 徐秋榮 

入選 彰化縣 蔡閔惠 我們 溪湖高中 簡世哲 

入選 彰化縣 何宗俊 流浪的日子 秀水高工 無 

入選 花蓮縣 楊宇真 凝望昂然 花蓮女中 周秉良 

入選 花蓮縣 阮怡臻 風采年華 海星高中 郭瑞珍 

入選 花蓮縣 潘俐綺 遮風避雨的銅牆鐵壁 四維高中 黃綉芷 

入選 台中市 蕭欣宜 月下對弈 立人高中 王昭華 

入選 苗栗縣 洪毓茹 乘遊古今 竹南高中 連森裕 

入選 苗栗縣 黃子晏 召喚 竹南高中 沙清華 

入選 屏東縣 陳俊岱 遊山玩水 屏東高中 張妙茹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7     

總計 44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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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 邱韻蓁 哇!好高呀 南崁高中 侯珮瑩 

特優 桃園縣 溫子惟 震 陽明高中 黃明傑 

優等 高雄市 郭濟維 越 鳳新高中 陳順昌 

優等 桃園縣 徐子涵 自由‧成風 內壢高中 侯清地 

甲等 新北市 胡杏宜 愜意空間 復興商工 吳剛毅 

甲等 新北市 林彤芸 祈 復興商工 賴一豐 

甲等 高雄市 鄭筑軒 破繭 鼓山高中 馮美玲 

入選 新北市 周宜芳 勇敢 復興商工 賴一豐 

入選 新北市 吳俊德 回眸 復興商工 吳剛毅 

入選 新竹縣 張郁歆 時光 義民中學 張登銘 

入選 新北市 吳細甄 關懷 淡江高中 廖智怡 

入選 新北市 黃鼎鈞 文明的省思 淡江高中 吳儀寬 

入選 新北市 鄭佳怡 物換星移 淡江高中 廖智怡 

入選 新北市 許芙銘 嬉 永平高中 葉清浚 

入選 新北市 王儷諭 糾結 永平高中 葉清浚 

入選 新北市 劉俐薔 苦中作樂 永平高中 葉清浚 

入選 新北市 鄭潔妤 凝華之都 永平高中 葉清浚 

入選 台北市   劉宣儀     昨夜西風凋碧樹   協和工商   江易霖   

入選 台北市   陳麒允     灶前所見   育達商職   黃淑媚   

入選 台北市   黃彥勳     心寒   明倫高中   陳立中   

入選 台北市   李宜芳     從心啟動   明倫高中   陳立中   

入選 台北市   周佳驊     古往今來   泰北高中   李琪蓮   

入選 台北市   潘弘峻     生機   泰北高中   胡桂珠   

入選 台北市   盧昱秀     資訊爆炸   中正高中   陳裕發   

入選 台北市   胡 敬    貧富差距   中正高中   陳裕發   

入選 雲林縣 謝瑩瑩 蘭嶼風情 斗六高中 丁易章 

入選 嘉義市 楊鎬宇 掙扎靜默放寬心 嘉義高中 陳介一 

入選 基隆市 林  霖 墟 基隆高中 何昭慧 

入選 基隆市 張  語 生之樂 基隆高中 何昭慧 

入選 基隆市 王莘雯 巷弄 二信高中 謝啟駿 

入選 高雄市 林昕慧 生命之景 鼓山高中 馮美玲 

入選 高雄市 吳思瑜 偽裝․化裝 中華藝校 俞佩君 

入選 桃園縣 楊巽丞 夜市街 南崁高中 侯珮瑩 



入選 台東縣 楊晴雯 戰後的遺跡 台東女中 康毓庭 

入選 彰化縣 吳宛真 重生 員林高中 陳麗秋 

入選 台中市 溫庭玉 夢 大明高中 陳榮杰 

入選 台中市 沈玫均 封塵 豐原高中 陳玉娟 

入選 台中市 劉  澔 無樂不作‧舞 台中一中 朱忠勇 

入選 台中市 劉育妏 天上人間 台中一中 蕭斐丹 

入選 台中市 林思妤 靜 台中一中 朱忠勇 

入選 台中市 陳倢伃　 飛羽觴 台中一中 蕭斐丹 

入選 台中市 蔣婷雯 心境 台中一中 朱忠勇 

入選 屏東縣 陳羿如  向前 屏東高中 張妙茹 

入選 屏東縣 黃塤婷  價值 屏東高中 張妙茹 

入選 南投縣 鍾宜庭 群仙祝壽 竹山高中 陳子張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8     

總計 45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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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 劉蔚霖 灰色歡愉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特優 新北市 李曜辰 寧 台灣藝術大學 林錦濤 

優等 新北市 謝福源 追憶 台灣藝術大學 林錦濤 

優等 新竹市 徐若鈞 ±2℃ 玄奘大學 何堯智 

甲等 新北市 賴美如 徜徉 台灣藝術大學 陳士侯 

甲等 台北市 呂宛書 胸中風景 I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甲等 台北市 魏崇安 闖入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入選 新北市 劉芳辰 午後 台灣藝術大學 林進忠 

入選 新北市 張賀淳 虎 台灣藝術大學 蕭進興 

入選 台南市 陳美合 憶當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楊盛發 

入選 台南市 黃文力 想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楊盛發 

入選 台北市 吳姵儀 To see is to believe.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入選 台北市 卓靖雪 擱淺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入選 台北市 李幸子 天地有人氣 台灣師範大學 李振明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7     

總計 14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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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楊涵甯 2012 的過客 台中技術學院 張宜樺 

甲等 嘉義市 蕭鈞升 淨化空塵 嘉義大學 蕭東宜 

入選 台南市 何冠儀 雕龍刻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李政達 

入選 新北市 陳柏心 房價？仿價？ 輔仁大學 張金火 

特優 0     

優等 1     

甲等 1     

入選 2     

總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