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市 白若潔 晨光戲曲 三民國中 陳逸倫

特優 台中市 劉璟琛 走過歲月 崇德國中 李采芳

優等 新北市北區 陳華芊 陪伴 淡水區淡江高中 林嘉文

優等 屏東縣 黃于恩 老街 明正國中 陳一瑋

甲等 新北市北區 汪芷伃 豐收 淡水區淡江高中 鍾順達

甲等 台北市-西區   羅允岑     野雁的天堂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吳孟達  

甲等 高雄市 翁逸軒 海底城市 市立龍華國中 無(無)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金庭伃 打鐵 桃園國中 邱淑伶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李綾昀 凝視 慈文國中 蘇伊邦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洪聖芸 市場人生 海山高級中學 簡義棋

佳作 新北市中區 何濡安 麵攤阿伯日記 私立裕德實驗高級中學 趙懿琳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施岱秀 境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史寧琪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張貽安 畫室一隅 淡水區正德國中 呂振揚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蔡佳恩 拉出旋律 三重區碧華國中 陳玟秀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羅翊綝 龍柱 中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龔冠華 父愛的光輝 中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呂晨安 我家的阿旺 竹林高中 張雅婷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林子 信仰 青山國民中小學 陳美如

佳作 新竹縣 周宸誼 憶 富光國中 張巧雲

佳作 新竹縣 張凱傑 魚港之夜 忠孝國中 杜心如

佳作 臺南市 林弘傑 等待
臺南市市立佳里國民中

學
蔡佩君

佳作 臺南市北 王映涵 凝望
臺南市市立山上國民中

學
江宇倫

佳作 臺南市北 許承恩 靜止
臺南市市立新東國民中

學
黃順隆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黃莉絨 無人的美麗 聖功女中 許勻慈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莫芸 窗外 光華高中 陳冠如

佳作 基隆市 邱晨峯 晨光 中正國中 雷雅淳

佳作 彰化縣 許梓聰 輪迴 彰泰國中 莊佳裕

佳作 彰化縣 呂怡靜 挽面 彰泰國中 林銘奕

佳作 彰化縣 林俊瑜 追憶懷想 彰興國中 曾汶樺

佳作 高雄市 許禾琭 傲逸 市立鳳甲國中 柯淑英(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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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李宛蓁 心靜 市立七賢國中 林妍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曉節 夢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中 丘宛玉(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Elaine Tsai 蔡佳恩    愛裡的平安     臺北美國學校     Joel Jayamohan  

佳作 台北市-北區   鍾念芯     家園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廖伯健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周君桓     光榮的背影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簡芝舷  

佳作 台北市-南區   王蔚     棄機新契雞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徐于婷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黃照丰     龍山寺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詹棟尊  

佳作 新竹市 游典霖 雨中的喧鬧城市 培英國中 楊宗儒

佳作 新竹市 林彥博 突破困境 光武國中 余慧真

佳作 新竹市 陳彥安 啟程 光復中學(國中部) 魯燕芳

佳作 雲林縣 呂蓉菁 蒜頭工廠一隅 四湖國中 張芳虹

佳作 嘉義縣 林立宸 討海人 新港國中 林芝霠

佳作 嘉義市 林宜嫻 在英文課放空吧 嘉義國中

佳作 嘉義市 施昱成 粽香 蘭潭國中 劉姿君

佳作 台中市 郭益宏 窗邊一隅 華盛頓中學(國中部) 王瑋名

佳作 台中市 陳勝振 大喜臨門 東大附中(國中部) 劉佩蓉

佳作 台中市 曾譯賢 八家淨路四方開 明道中學(國中部) 賴佳嬅

佳作 台中市 張辰宇 看不見的操控 明道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南投縣 蘇昱誠 珍惜歲月 私立普台國中 傅永悌

佳作 南投縣 高于庭 我家的牛 縣立草屯國中 李貞宜

佳作 屏東縣 梁綵玲 看守 至正國中 林仙羚

佳作 屏東縣 鍾嘉欣 雞冠群雄 屏東縣陸興高中 謝惠萍

佳作 屏東縣 鄭珊霓 辦桌 林邊國民中學 楊素珀

佳作 屏東縣 鍾佳蓉 黃昏 里港國中 徐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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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 陳苑妤 泊與思 建華國中 陳孟澤

特優 高雄市 胡冠潁 深夜一隅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正式)

優等 台中市 余峻瑋 等待 五權國中 劉淑菁

優等 高雄市 康善妍　 好夢 市立三民國中 吳靜嫻(正式)

甲等 基隆市 陳芊妤 欣欣向榮 安樂高中(國中部) 邱于芬

甲等 雲林縣 林祐儀 阿嬤 正心中學 王怡文

甲等 台北市-南區   劉汶杰     運轉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王芯 餘 桃園國中 游雯珍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簡應鵬 鱻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許妙馨

佳作 澎湖縣 蔡淳安 湖西河塘 馬公國中 王瓊慧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張語舫 漁 三重區三重高中 羅珮慈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張家愷 靜 淡水區淡水國中 林儀芬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鄭筠羲 諷巢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楊麗珠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吳柏萱 鮪魚拍賣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鄭謹德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王若妍 請勿停車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鄭謹德

佳作 新北市南區 王麒禎 盼 自強國中 黃盈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羿廷 爸爸的寶貝收藏 中和國中 邱仕憲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古昕倫 廟簷一隅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

級中學
劉大衛

佳作 新竹縣 古廷杰 花影 竹北國中 吳思慧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黃筱雯 默契 永康國民中學 吳政隆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王韻婷 孔廟印象 永康國民中學 張寶引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黃鈺喬 逸 民德國民中學 洪尚華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姚綵情 雨夜 民德國民中學 洪尚華

佳作 基隆市 楊淳嵋 辛 安樂高中(國中部) 陳佳慧

佳作 基隆市 黃翊純 午夜時分 安樂高中(國中部) 無

佳作 宜蘭縣 賴禾育 老照片 東光國中 陳韋立

佳作 宜蘭縣 朱鳴佑 古早味 東光國中 潘勁瑞

佳作 高雄市 陳芷柔 你不懂的沉默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代理)

佳作 高雄市 顏亞蘋 熱炒出來的香味四溢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代理)

佳作 高雄市 呂心潔 藍巷 市立三民國中 吳靜嫻(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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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王郁忻 人間冷暖 市立壽山國中 丁連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董 毓 打撈起的是生活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代理)

佳作 台北市-北區   袁文宸     哪捨得離開     百齡高級中學     林祖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陳紫嫻     耆老的願望     古亭國民中學     江紫維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洪伊又     憧憬     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廖英凱     跳躍光感     金華國民中學     李健銘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曾郁淇     心˙絲     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新竹市 邱宇婕 光的邀約 建華國中 陳孟澤

佳作 新竹市 吳冠樟 角落裡的曾經 建華國中 陳孟澤

佳作 新竹市 許靖之 歳月 建華國中 陳孟澤

佳作 新竹市 李佩葳 斜陽一隅 建華國中 陳孟澤

佳作 雲林縣 林瑀辰 豬肉攤 北港國中 施正彥

佳作 嘉義市 朱盈儒 光候 蘭潭國中 陳嵩霖

佳作 台中市 陳佩妤 逆光・歲月 五權國中 劉淑菁

佳作 台中市 程怡慈 一代「階」一代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台中市 黃允晨 劫後魚生 中港高中(國中部) 王秋燕

佳作 苗栗縣 江翊凡 旅情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葉沛晴

佳作 屏東縣 常予謙 面對文明的產物 大同高中國中部 許天得

佳作 屏東縣 陳姿穎 印象．城市 大同高中國中部 邱鈺晴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東區 梁芷寧 接力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黃益堂

特優 台北市-東區   盧信翰     尋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洪千玉  

優等 臺南市南區 劉玲君 流逝 臺南女中 花于淳

優等 基隆市 周彤 新生與破壞 安樂高中 林怡君

甲等 嘉義市 陳實 老荷馬的捕夢網 嘉義高中 李淑娟

甲等 台北市-南區   陳宜均     生命悲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白顏慈  

甲等 台北市-西區   林詩婷     回憶...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徐瑞昌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黃煜翰 我，趴在窗上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古蕊榛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立涵 靜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黃宏達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黃翎榛 遺忘的時光 北大高中 張三上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郭秉宏 曙光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東區 任亭瑀 紅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

學
劉大衛

佳作 新竹縣 劉育綸 省與盼 竹東高中 張澤平

佳作 新竹縣 陳冠璇 獨旅 竹東高中 無

佳作 新竹縣 陳薇如 留 · 流 竹北高中 駱佳慧

佳作 臺南市北區 王佑丞 憶
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

黎明高級中學
許絹惠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蔡佩珊 寂靜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

國高級中學
尤蒔萱

佳作 基隆市 吳榆婷 奶奶 國立基隆女中 林宏維

佳作 基隆市 詹沛璇 護 國立基隆女中 張宇騰

佳作 基隆市 劉子瑀 渴望 國立基隆女中 林宏維

佳作 基隆市 劉珈華 芭蕾舞課 國立基隆女中 張 大 衛

佳作 宜蘭縣 黃文馨 默禱於天 羅東高中

佳作 彰化縣 韋齡斐 日常.凝憶 溪湖高中 簡世哲

佳作 高雄市 侯瑋凌 三寸目光 市立三民高中 涂裕培(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郭耘嘉 牽手一生 市立瑞祥高中 呂玉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方昱鈞 雨 市立中正高中 方美心(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朱容萱 一絲生機 市立高雄女中 劉癸蓉(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蔣霆威 現代方舟，航向無限 市立高雄中學 蔡佩家(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江柏蒼 鹿柴 市立高雄高工 張薏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品臻 寄望 私立復華高中 無(無)

佳作 台北市-北區  陳昱汶     夜未眠     臺北美國學校     高微嵐  

佳作 台北市-北區   盧沂璇     站亭．暫停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連時宜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方薇雅     過去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台北市-西區   蕭子琳     低頭效應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朱珈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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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東區   鍾幸樺     雞舍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朱文正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佳蓉     風涼畫     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鍾文琳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梵聞     凝。視界     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鐘世成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陳澤洋     兩樣情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張元俍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李旻靜     喚不回的時光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佳作 台北市-南區   秦　彤     盛裝回憶的包袱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佳作 新竹市 王昱慈 心之所嚮 建功高中 張佳蓉

佳作 新竹市 王品蓁 午後的漁港 曙光女中 陳錦慧

佳作 新竹市 劉天心 閒情 新竹女中 許惠惠

佳作 新竹市 李康平 省思進化論！？ 建功高中 蔡英志

佳作 新竹市 蔡宇萱 辛勞 磐石高中

佳作 台中市 潘亮語 孤寂 豐原高中 王勝右

佳作 台中市 蔡宥杏 記憶 台中女中 鄭如娟

佳作 台中市 林巧涵 阿公 文華高中 戴岳弦

佳作 台中市 張以靜 逐夢 明道中學(高中部) 黃騰萱

佳作 台中市 江憶茹 偶遇 葳格高中(高中部) 陳錫盈

佳作 南投縣 王冠婷 弄孫 國立南投高中 高嘉君

佳作 屏東縣 傅亭瑄 城 屏東女中 蔡麗雯

佳作 屏東縣 劉沂蓓 凝 屏東女中 郭珏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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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南區 徐至鴻 我真的好開心！ 復興商工 林志金

特優 台北市-北區   張曼婷     贈你一朵純白金盞花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李景龍  

優等 新竹市 林品潔 心靈漫延 新竹女中 周思葶

優等 新北市南區 蔡松軒 時代的反差 復興商工 李雨樵

甲等 台中市 李依蘋 祭.遺失的記憶 台中一中 楊振華

甲等 基隆市 吳琬茹 光陰的故事 二信高中 方煒棋

甲等 台北市-南區   侯文詠     午後花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岡弘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古靖齊 Colorless 陽明高中 洪瑞蔓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胡殷琪 午，候 平鎮高中 楊祝菁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葉壹群 擁擠 育達高中 王凱慧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鄭羽珊 價值 新莊高級中學 陳儀樺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周家豪 燒逝 復興商工 蔡綉雯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邱意庭 旅途 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吳欣怡 浮生律動 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謝志濬 漂渺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賀楚僑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謝家容 拼湊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賀楚僑

佳作 新竹縣 余岱昇 城市街景II 內思高工 彭尚文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蔡依晨 孤寂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洪孟芬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謝昀宸 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許瓊朱

佳作 基隆市 宋家瑋 談笑間 二信高中 方煒棋

佳作 基隆市 紀易辰 生命之歌 二信高中 方煒棋

佳作 基隆市 張妗涓 空間的旋律 國立基隆高中 呂汶錚

佳作 基隆市 蔡喬宇 早晨朝陽 二信高中 陳品宏

佳作 宜蘭縣 盧亭均 白天不懂夜的美 宜蘭高中 陳新郁

佳作 彰化縣 張佳鉦 港灣之夏 員林高中 林思吟

佳作 高雄市 黃之芸 我的外婆 國立鳳新高中 劉君玉(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楊文嘉 流雲的生命，也有潔白的殘影 國立鳳新高中 劉君玉(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張峻瑋 看不透的自己 私立樹德家商 王仁宏(代理)

佳作 高雄市 謝尹真 聽見下雨的聲音 市立前鎮高中 吳承儒(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奕辰 父子 國立鳳新高中 鄭伊璟(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潘昕彤    致，終將逝去的年少時光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費國鏡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宋庭逸     惑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李景龍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康井榕     落空•碎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李景龍  

佳作 台北市-北區   何蕊安     憶夢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李景龍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顏伯任     一線生機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呂之茵     理想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柯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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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東區   郭子瑄     自由夢土   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邱逸民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周昭語     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岡弘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曹育禎     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楊賢傑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黃子謙     淨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連淑蕙  

佳作 新竹市 何宜蓁 凝與思 新竹女中 周思葶

佳作 台中市 李仲程 尋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台中市 劉庭芳 雌性的束縛 台中一中 鄭炳煌

佳作 台中市 廖書瑤 殿 台中一中 鄭炳煌

佳作 台中市 駱瑗嫒 遠方的訊息 嘉陽高中(高中部) 葉佳怡

佳作 苗栗縣 楊文菱 轉輪幻境 國立苗栗高中 劉佳琪

佳作 南投縣 劉峻宇 流光似水 國立竹山高中 林政杰

佳作 南投縣 廖庭榆 想念的季節 國立竹山高中 林政杰

佳作 屏東縣 胡學力 轉瞬之間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台南市 宋元亨 相輔相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特優 台南市 林冠斌 現實的腐敗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金福

優等 臺北市 吳采穎 Fallen Angel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無

優等 台南市 吳彥融 眼眸中的星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台南市 蕭郁盈 貪婪 長榮大學 林志全

甲等 台南市 丁昱誠 歸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新竹市 張皓為 自由之心 玄奘大學 翁梁源

佳作 臺北市 施純安 浪漫的凝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曉明

佳作 臺北市 高瑄 迷失的靈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元俍

佳作 台南市 黃天虎 澗水嵐 長榮大學 黃銘祝

佳作 臺北市 陳珈琳 遊 樂 臺北市立大學 張青峯

佳作 臺北市 蕭至軒 龜 臺北市立大學 張青峯

佳作 臺北市 邱瀞萱 貝蒂她的包裝紙 臺北市立大學 張青峯

佳作 臺北市 吳蕙宇 B612之彼端 臺北市立大學 張青峯

佳作 台南市 余怡澐 父親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台南市 張詠淇 殺鍋魚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新竹市 劉芷嘉 仲夏夜之夢 玄奘大學 李建儀

佳作 新竹市 張詠晴 秋華 玄奘大學 翁梁源

佳作 臺東縣 王筠婷 盼 國立臺東大學 卓淑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2

總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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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甲等1 屏東縣 許家蓁 　人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無

甲等2 屏東市 張智鈞 囹圄 屏東大學 孫英倫

特優

優等

甲等 2

佳作

總計 2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