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南區 陳樺緯 爸爸吃掉了我的大螃蟹 寶仁國小 陳瑤華

特優 宜蘭縣 陳卉溱 猴子 私立中道小學 蔡麗容老師

優等 嘉義市 邱紹綸 企鵝泳趣 宣信國小

優等 南投縣 黃柏喻 好長好長的脖子 縣立平和國小 吳振益

甲等 台北市-

南區
  林暉祐     大豐收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王苑琪  

甲等 台北市-

東區
  洪苡誠     畫水墨的人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戴貝羽

甲等 台北市-

北區
  洪于捷     音樂真有趣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曾煥偉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劉貴宜 逛老街 永順國小 蕭淑慈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陳怡璇 哥哥 仁和國小 范綱正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金芸芸 街頭藝人氣球表演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周志勇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瑾萱 編竹籃的原民婦女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

學
簡明朗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杜明蓁 文創貓布偶創作 三重區修德國小 殷亞蘭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江柏輝 颱風天 泰山國民小學 黎安妹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張依蒨 斑鳩護蛋 秀朗國小 蔣聞哲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蔡昀蓁 糖葫蘆爺爺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

學
陳雅敏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連宥閎 賞鯨趣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

學
黃郁君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邱芊榛 皮影戲
臺南市學甲區東陽國民小

學
李世仁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黃芷芸 阿嬤的手 立人國小 徐敬婕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趙梓宸 家禽和樂 永福國小 陳姿吟

佳作 宜蘭縣 林庭廷 遊樂場 黎明國小 賴慧娟

佳作 彰化縣 廖彩聿 摘絲瓜 田尾國小 陳孟好

佳作 高雄市 洪靚芸 賞「鸚」 市立阿蓮國小 尤春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蕭嘉琪 跟著爸爸媽媽到蘭嶼 市立景義國小 鄒尚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禾庭 水獺在下雨天玩水 市立新光國小
黃曉慈(兼(代)課

)
佳作 高雄市 洪慶恩 泛舟 市立東光國小 林芳如(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品漩 哇!好大的黑鮪魚 市立永芳國小 陳月嬌(正式)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林夏婕     七爺八爺出巡     臺北美國學校  

  Stephanie 

Lee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鍾佾芯     呵護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

小學  
  李文秀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謝無雙     木材廠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

學  
  張建偉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蕭凱文     外星探險記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梁恩齊     雜耍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黃佩玲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林宥竹     瘋抓怪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李淑惠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林佑儒     我的狗兄弟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陳立仁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張芸瑄     達悟飛魚季     臺北市文山區博嘉國民小學   林淑媛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吳亮津     賞鳥趣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吳佳謀  

佳作 嘉義縣 陳姿岑 海鮮大拍賣 過溝國小 謝碧花

佳作 嘉義縣 侯玉旋 養鴨人家 六腳國小 謝碧花

佳作 嘉義市 范欣琳 救難英雄 大同國小 高玉娟

佳作 嘉義市 吳家妤 燙頭髮 大同國小 高玉娟

佳作 嘉義市 施力誠 端午盛況 崇文國小 蔡珮真

佳作 台中市 李昀甄 竹編技藝 大元國小 周于平

佳作 台中市 林歆諦 午後 大里國小 陳惠娟

佳作 台中市 歐景媗 逛大賣場 台中教大實小 郭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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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中市 陳妍妡 鋸樹的人 大同國小 陳淑欣

佳作 台中市 卓小恩 向原住民致敬 大同國小 陳淑欣

佳作 台中市 王允誠   歡樂去拔河 大同國小 陳淑欣

佳作 台中市 李訢瑋 養豬人家 南陽國小 連彩伶

佳作 苗栗縣 林培恩 繞境 縣立蟠桃國小 胡惠迪

佳作 屏東縣 徐書瑋 來去吃蚵仔煎 屏大附小 邱小玲

佳作 屏東縣 陳信華 退役的359號老火車 仁愛國小 許雅菁

佳作 屏東縣 周青希 廟會 中正國小 洪啟元

佳作 南投縣 吳宜恩 爺爺的布袋戲 縣立草屯國小 黃明志

佳作 南投縣 李侒旂 與鯨同游 縣立康壽國小 李佩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中市 施沛綺 窺 大同國小 王馨蓮

特優 高雄市 李冠毅 燒烤攤 市立屏山國小 蔡佩玲(正式)

優等 台北市-南區   張辰溦     車廂即景     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     焦素玲  

優等 台北市-西區   余奕融     磺火捕魚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建偉  

甲等 新北市南區 劉秉睿 我懷念我自己 及人國小 吳詠綺

甲等 台中市 黃鈺方 自語 大元國小 汪檍

甲等 台中市 陳妍熙 編草帽 竹林國小 鄭玉琳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張允禎 黑暗的角落 永順國小 劉佳惠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曾筠綉 好享受 中壢國小 謝鶯鶯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朱庭儀 懶懶一家 蘆洲區成功國小 陳秀蘭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洪詩渝 廟會 民安國民小學 蔡宗翰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冠儀 刺青 秀朗國小 曾瀛葦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楊采錡 聞香而來 秀朗國小 曾瀛葦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朱儀庭 採野薑花 景新國小 羅珠碧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李浩銘 海底隧道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蔡宜驊

佳作 台商專區 劉冠君 秋楓夜泊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陳玲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陳佳辰 砂雕藝術季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

學
王敏菁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許宸瑋 雨中老街漫步
臺南市新市區新巿國民小

學
張玉珍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周祺凰 採咖啡 立人國小 顏杏容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李芷萱 設計師 三村國小 謝秀絲

佳作 宜蘭縣 林咏穎 伺機 順安國小 李珮滎

佳作 宜蘭縣 趙偲羽 退休人生 北成國小 朱曉光

佳作 宜蘭縣 歐育昇 找昆蟲 私立中道小學 蔡麗容老師

佳作 宜蘭縣 林咏蓁 一家合氣 順安國小 李珮滎

佳作 高雄市 張容瑄 養鴨人家 市立加昌國小 朱國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佩儒 迷「網」 市立新莊國小 楊淑靜(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原城 登旗尾山 市立景義國小 李雅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賴衣緹 八家將 市立屏山國小 無(無)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李佳芯     辛苦的工人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

小學  
  張清河  

佳作 台北市-北區   何奕萱     太魯閣  
  臺北市私立奎山國民小

學  
  莊薏璇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張芝瑜     龍洞浮潛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

小學  
  黃芸歆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林希柔     炎日曬麵線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王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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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東區   柯品彣     米ㄆㄤ香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

小學  
  黃致萍

佳作 新竹市 陳昱馨 漁家樂 三民國小 袁春容

佳作 雲林縣 李宜繡 盼 元長國小 林雅雄

佳作 嘉義縣 黃仁佑 七爺和八爺 興中國小 何志晃

佳作 嘉義縣 何宜蓁 我愛騎腳踏車 民雄國小 李瑛玲

佳作 嘉義縣 李映嫙 後院的兩隻貓 太保國小 徐錦鴻

佳作 嘉義市 蔡宇宸 藝陣 大同國小 高玉娟

佳作 嘉義市 林姮瑀 原住民風情畫 崇文國小 蔡珮真

佳作 嘉義市 曾毅涵 爆米香製作實錄 崇文國小 吳冠勳

佳作 嘉義市 黃譯芊 廟會將官秀 港坪國小 林意順

佳作 台中市 葉恩均 燒番麥 中山國小 黃麗如

佳作 台中市 林亮穎 豐收之漁 永春國小 蘇銘祥

佳作 台中市 楊昕嘉 夢境 大同國小 王馨蓮

佳作 台中市 林暐芯 黑夜交響曲 葫蘆墩國小 紀佩君

佳作 台中市 黃竣頡 漁歸之喜 北屯區文昌國小 羅馥華

佳作 苗栗縣 林竣垵 原住民之歌 縣立頭份國小 黃湘筠

佳作 屏東縣 方亭喬 行旅雞山 和平國小 丁鳳珠

佳作 屏東縣 陳中暐 港口 佳冬國小 薛依齡

佳作 屏東縣 謝博安 紋身 中正國小 吳有恒

佳作 屏東縣 李珮慈 登台準備 中正國小 許元臻

佳作 南投縣 歐藝湄 黑暗城市 縣立桐林國小 吳振益

佳作 苗栗縣 張筵 達悟風情 縣立頭份國小 黃湘筠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苗栗縣 陳言安 寂•機 縣立後龍國中 邱翊睿

特優 彰化縣 梁宸維 賣菜的阿婆 彰興國中 羅裕雯

優等 高雄市 余翊誠 母子 市立立德國中 無(無)

優等 台北市-

東區
  陳瑋玲     伴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柯瑜菁  

甲等 嘉義縣 簡妤慧 優閒午後 忠和國中 葉乃華

甲等 屏東縣 葉于瑄 書中自有千鐘粟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宋貞治

甲等 桃園市南區 黃芷彤 漁村 東興國中 邵明達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盧祐慈 食在 同德國中 陳囿竹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吳庭葦 市街之夜 平鎮國中 游秀卿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許瑄儀 同在異起 內壢國中 謝秀鳳

佳作 臺東縣 張淙銘 任重道遠 臺東均一高級中學 尹莉君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張鈞皓 祈福 新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鍾姿涵 紅蔥收成了 福營國民中學 黃秋芬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謙謙 花・時間 桃子腳國中小 王勠玉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林至柔 春墾 新北市立坪林國民中學 鄭佳虹

佳作 新竹縣 張凱傑 下海吧!勇士 忠孝國中 杜心如

佳作 新竹縣 胡思妤 祈福 二重國中 張秀絹

佳作 臺南市北區 吳彩慈 夜讀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

級中學
侯瓔珍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董庭卉 阿里山小火車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

級中學
侯瓔珍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張哲銓 囚鳥 建興國中 無

佳作 宜蘭縣 徐安廷 誤種滅絕 羅東國中 黃孟樵

佳作 宜蘭縣 陳姿方 漁市場 羅東國中 藍玉惠

佳作 宜蘭縣 吳宛儒 小女孩有夢 國華國中 林妙俞

佳作 宜蘭縣 夏緯庭 團圓在人間 南安國中 陳雪芬

佳作 高雄市 楊秉鴻 沽魚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黃保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禾琭 海的賜予 市立鳳甲國中 柯淑英(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鼎森 麵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黃保荐(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蔡孟融 靠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黃保荐(正式)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April Ieong 楊涵綺  苦盡甘來     臺北美國學校     Cesar Reyes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林懿真     石版屋的一隅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盧俞俞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何潤慈     清曉待發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吳孟達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顏伶霓     長者之歌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張雅雯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周君桓     再現•文化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簡芝舷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鄧永宜     默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徐于婷  

佳作 新竹市 沈新璐 印象車站 新科國中 黃建銘

佳作 新竹市 楊宇歡 竹東車站 曙光女中(國中部) 黃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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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竹市 蔣妤婕 最遙遠的距離 三民國中 施鈴容

佳作 嘉義縣 林立宸 溪口之美 新港國中 林芝霠

佳作 嘉義縣 黃昱嘉 安平即景 義竹國中 董學武

佳作 嘉義市 劉育函 午後的群樹 北興國中 王莉雅

佳作 台中市 林煜倫 歲月的角落 光榮國中 彭綉雯

佳作 台中市 蕭勝翔 尋 光明國中 林妍君

佳作 台中市 廖姵語 孤等 居仁國中 林妍佑

佳作 台中市 陳冠伶 待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佳作 台中市 林展鐸 漁港風情 崇德國中 李采芳

佳作 台中市 吳宇晨 雨荷 衛道高中(國中部) 吳福文

佳作 苗栗縣 何旼學 假日市集 縣立通霄國中 鄭生祥

佳作 屏東縣 鍾嘉欣 豐秋 屏東縣陸興高中 謝惠萍

佳作 屏東縣 邱微淇 魚販 明正國中 方錦蕊

佳作 屏東縣 歐品萱 稻趣 潮州國中 黃建彰

佳作 屏東縣 楊慕慈 浪貓悲歌 至正國中 洪素櫻

佳作 南投縣 吳安節 修車阿伯 私立均頭國中 劉盈佳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桃園市北區 呂依倢 鬧中取靜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許妙馨

特優 嘉義市 黃鐘名 幽靜山林覓禪音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優等 台中市 陳胤儒 閒靜 五權國中 陳彥劭

優等 新北市南區 李品萱 輪框中的汗水 中和國中 孫菊君

甲等 新北市南區 曾紫諾 祈福 中和國中 孫菊君

甲等 台北市-南區   林宛萱     九份夕雨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甲等 台中市 楊雅珺 雕樑畫棟燕來巢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謝欣芸 老街．夜 桃園國中 何美青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王述樺 清晨的魚市場 自強國中 辜烱郁 

佳作 臺東縣 吳宛蓁 九份風情 新生國中 陳亮穎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品希 記憶、技藝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陳香全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黃麟堯 鬥趣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陳香全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邱鉦揚 歧路 三重區三重高中 閻永瑛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葉芳彣 祈 三重區三重高中 劉蔚霖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柏綸 巷口小吃 泰山國民中學 盧玫竹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李宜恩 末代畫師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

學
陳玫蓁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佳萱 慾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

學
陳玫蓁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盈曄 災後的等待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

學
陳玫蓁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許巧嬡 渴望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

學
吳政隆

佳作 基隆市 李栢鍵 續—揚起 安樂高中 朱憶婷

佳作 宜蘭縣 韓資瑩 彩卷阿嬤 宜蘭國中 張俊雄

佳作 彰化縣 黃品瑄 烏日子 溪湖國中 許芳甄

佳作 高雄市 康善妍 安平憶舊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呂心潔 清晨的漁港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洪郁茹 一瞬間，無家可歸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冠蓁 豐收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文璇 叫賣聲中，仍保留一串靈魂的鱗 市立光華國中 張巧娟(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梁慕恩 虔敬步伐中，炙響的信仰 市立光華國中 張巧娟(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芷 雨中市境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陳抒妦 張燈結綵慶祥年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姿穎 收割禾稼滿穀倉 市立光華國中 張巧娟(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李岱芸     織夢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蔡曜同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徐宜廷     村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潘祈達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劉汶杰     康莊大道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曾郁淇     原˙未來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新竹市 張若妤 伴 建華國中 蘇富美

佳作 新竹市 曾子懿 氣韻 建華國中 蘇富美

佳作 雲林縣 白騏綸 澎湖街景 東南國中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闕珮菁 在機車芯裡打轉的歲月 東南國中 梁玉枝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國中美術班得獎名冊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國中美術班得獎名冊

佳作 雲林縣 楊柏瀚 鄉村一隅 正心中學 洪雅玫

佳作 嘉義縣 莊惠淳 農村曲 義竹國中 董學武

佳作 嘉義縣 盧怡綺 樹屋 義竹國中 董學武

佳作 嘉義市 賴薇亘 漁港風情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佳作 台中市 余峻瑋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五權國中 陳彥劭

佳作 台中市 陳彥儒　 千簷萬宇樹和院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台中市 趙芯維 尋幽訪勝 中港高中(國中部) 林圭堂

佳作 台中市 盧承昀 船承 中港高中(國中部) 林圭堂

佳作 苗栗縣 曾崧耘 早晨記勤 縣立明仁國中 蕭如妙

佳作 屏東縣 朱易桓 水上人家 公正國中 林孟青

佳作 南投縣 鄭詠雪 古道幽深 縣立南投國中 石羽倩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3

總計 50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市 劉黃崇瑜 靜 宏仁女中

特優 高雄市 陳  韡 漁家 市立高雄中學 朱正卿(正式)

優等 嘉義市 江俊毅 謐 嘉義高中 李淑娟

優等 台中市 范晏滋 。迷。 台中女中 陳小琳

甲等 桃園市北區 陳柏瑜 曾．今 陽明高中 江吉祥

甲等 彰化縣 陳韻伃 奏 溪湖高中 簡世哲

甲等 台北市-

北區
  高瑞廷     望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連時宜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李昕洧 貪婪．眼淚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花蓮縣 吳念芸 旺盛的好奇心 花蓮女中 無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楊毓晴 山靈嫁衣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劉美玲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張滋裔 生命．自然 錦和高中 黃蔓緹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馮薇年 人情冷暖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張仕鈺

佳作 新竹縣 吳芃宇 停泊 竹北高中 駱佳慧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吳旭崴 田園趣 德光高中 呂念宗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郝貞愛 戀戀花海 臺南女中 王政凱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吳至軒 火車 臺南一中 賴勇達

佳作 宜蘭縣 謝子喬 童，顏。 羅東高中

佳作 宜蘭縣 蔡雅如 廟 蘭陽女中 郭讚典

佳作 彰化縣 盧萱容 悠閒、漂浮少女 溪湖高中 簡世哲

佳作 高雄市 阮柏遠 禽 市立新莊高中 許倚馨(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珮慈 晌午時分 市立高雄高商 蘇家琳(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張芸瑄 漁市一隅 市立左營高中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鍾旻芯 晨光 市立高雄高商 程啟榮(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周昀萱 辛勤 市立新莊高中 鄧貴民(無)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陳德容     祈盼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張素卿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王承緒     秋遊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陳辛吉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趙珮妤     夾縫中的慶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黃俐芳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張舒鉉     花火憶兒情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鐘世成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陳水柔     華燈初上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李官恩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陳姿羽     生機盎然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謝東榮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林柏瀚     文明的省思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潘莉莉  

佳作 新竹市 張語冰 徽府披雲 新竹女中 常業宏

佳作 雲林縣 蘇冠文 珊瑚海色 私立正心中學 洪雅玫

佳作 台中市 謝庭昀 漫步在樹林 豐原高中 陳韜元

佳作 台中市 陳衡芝 我有一個戀愛 惠文高中(高中部) 無

佳作 台中市 紀佐臻 貓觀雀伴雲月 台中一中 楊振華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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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中市 鄧博勻 真理 台中二中 黃美斯

佳作 台中市 林睿紳 幻 台中二中 黃美斯

佳作 台中市 林恒毅 城南風華往事多 台中二中 黃美斯

佳作 台中市 官書瑋 後台 東山高中(高中部) 潘慧君

佳作 台中市 詹湘翎 長鵝奔月 中科實驗中學 陳雅琪

佳作 苗栗縣 徐嫚伶 微笑的魚 私立建臺高中 許云榕

佳作 屏東縣 宋采蓉 森森不息 屏東女中 郭珏絹

佳作 屏東縣 高群錦 迴憶 國立屏東高中 張妙茹

佳作 南投縣 黃雅軒 仲夏夜之夢 國立南投高中 高嘉君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北市-南區   吳佳靜     渡口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吳漢宗  

特優 新北市南區 王怡婷 姚煙生夢 復興商工 賴一豐

優等 高雄市 林昀聖 Marchin'on 國立鳳新高中 陳順昌(正式)

優等 基隆市 蔡書珩 九份陣頭 二信高中 薛佰銘

甲等 台北市-北區   林承漢     最後的晚餐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甲等 新北市北區 陳芊 城靜 淡水區淡江高中 廖智怡

甲等 南投縣 劉峻宇 霸王別姬 國立竹山高中 陳子張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邱浩恩 失落的光輝 陽明高中 黃明傑

佳作 花蓮縣 李明璇 變色的傳統 花蓮女中 王祥薰

佳作 臺東縣 曾溟君 虛空有樂 臺東女中 朱文鳳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陳宣宇 祈 淡水區淡江高中 廖智怡

佳作 新北市西區 余英瑞 捉蟬趣 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鄒松鶴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廖彩妏 映月忘時逝 復興商工 賴一豐

佳作 新北市南區 何思賢 守護 復興商工 李瑛珍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廖晏貞 粼粼海鄉 復興商工 賴一豐

佳作 新北市 楊涵君 媽祖廟口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葉清浚

佳作 新北市 陳泑彣 幸福頻率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張品慈

佳作 基隆市 穆星佐 窺探 國立基隆高中 何昭慧

佳作 宜蘭縣 張家瑄 憧憬 宜蘭高中 李錫岳

佳作 高雄市 黃珈琳 稚  望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鄭力剛 水上人家 市立高雄高工 黃偉章(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兆文 氣息 市立前鎮高中 蔡孟恬(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張語唐     巋然獨存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宋庭逸     迷航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歐溢函     漾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巫佩宜     蝶影花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蔡莉莉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曾心     去罷!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蔡莉莉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成采臻     馬祖意象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胡桂珠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黃主君     教堂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胡桂珠  

佳作 新竹市 藍永荃 待逝 新竹女中 許惠惠

佳作 嘉義市 伍彤羚 廟會 嘉義高中 陳介一

佳作 嘉義市 甘皓雲

只要我們存在，死亡就不

會來臨， 

而當死亡來臨，我們已經

不存在了

嘉義高中 陳介一

佳作 嘉義市 董祐鈞 神威顯赫 嘉義高中 陳介一

佳作 嘉義市 林家綺 凝 嘉義高中 陳介一

佳作 台中市 莊雅棋 關懷老人系列―番薯長高了 大明高中(高中部) 鄭淑娟

佳作 台中市 房家寧 對話 豐原高中 王庭捷

佳作 台中市 林億茹 皇軍-悲歌 豐原高中 王庭捷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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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中市 紀柏丞 歷史&未來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台中市 陳品玲 化育 台中一中 朱忠勇

佳作 台中市 林酉融 律舞羈絆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台中市 鄧媃勻 尋祕 台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苗栗縣 林玟伶 轉淚 國立苗栗高中 彭義婷

佳作 苗栗縣 韓詠竹
萱堂曰：「吾予助長也。

」
國立苑裡高中 鍾政岳

佳作 屏東縣 蕭以誠 結束了，然後呢. 國立屏東高中 蔡月桂

佳作 屏東縣 洪榆婷 勇者 國立屏東高中 張妙茹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特優 D7 002 新北市 韓震

特優 D7 033 嘉義縣 連敏盛

優等 D7 017 臺北市 蘇怡雯

優等 D7 034 嘉義縣 鄭琪耀

甲等 D7 016 臺北市 黃于亭

甲等 D7 051 台南市 謝子涵

甲等 D7 007 臺北市 劉念儒

佳作 D7 009 臺北市 翁寧

佳作 D7 015 臺北市 吳采穎

佳作 D7 018 臺北市 王冠賢

佳作 D7 023 台南市 林宇軒

佳作 D7 036 嘉義縣 李昕霖

佳作 D7 053 台中市 侯欣孜

佳作 D7 055 高雄市 許之綾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7

總計 14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落櫻雪 臺灣藝術大學 蕭興進

龍之祭 南華大學 葉宗和

尋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你在看什麼 南華大學 葉宗和

關於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磐 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楊盛發

甜蜜的墮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神推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外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舐犢之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孫翼華

四海遊龍 長榮大學 謝忠恆

生 機 南華大學 葉宗和

織之情 朝陽科技大學 陳崑鋒

生機再現 東方設計學院 王俊盛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名次 代碼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D8 003 臺北市 盧佳伶 小紅帽 國立陽明大學 無

特優 1

優等 0

甲等 0

佳作 0

總計 1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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