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組別 縣市別 姓名 全銜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 吳祖綸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桃園市 林思岑 桃園市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藍心妤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張瑄庭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南市 林子晴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南市 郭東融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宜蘭縣 林鈺倢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育瑄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彰化縣 張力元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屏東縣 丁巧筠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陳穎琦

 Olivia Chen
臺北歐洲學校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邱寶萱

 Sofia Chiu

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國中

部）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彰化縣 黃尊律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臺北市 高沛歆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西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彰化縣 謝昕妤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西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臺中市 陳宇蕙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西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品頤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西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臺南市 林藝涵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南市 賴奕勳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北市 吳佾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高雄市 黃培真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黃芷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高雄市 謝昌育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嘉義市 江奕靚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田家豪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國小部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劉泯佑 新北市五股區更寮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高雄市 吳育寰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市 莊甯宇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駱芷筠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組 高雄市 洪佾渟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苗栗縣 許采妮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組 高雄市 張簡采君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類 高中普通班組 桃園市 曾之云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平面設計類 高中普通班組 雲林縣 曾奕誠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 高中美術班組 臺北市 吳佳謙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平面設計類 高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林少驊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平面設計類 大專美術系組 宜蘭縣 沈書賢 佛光大學

平面設計類 大專美術系組 宜蘭縣 林品彤 佛光大學

水墨類 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俞泱辰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水墨類 國小中年級組 宜蘭縣 徐天佑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得獎名冊



水墨類 國小高年級組 臺北市 陳湘蓉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

心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水墨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寧采婕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姜羽倫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南市 陳樺緯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國中部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組 彰化縣 徐浚瑋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竹市 劉沛蓁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水墨類 高中普通班組 桃園市 林佳瑩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水墨類 高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陳星如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水墨類 高中美術班組 臺中市 亢彤云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水墨類 高中美術班組 桃園市 楊怡珊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南市 林字婕 長榮大學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南市 廖帷翔 長榮大學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許佑旋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雲林縣 陳禹叡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雲林縣 李東騰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組 雲林縣 黃筠芷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宜蘭縣 林采葳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梁馨方
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

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黃曉柔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組 臺南市 林士傑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書法類 高中普通班組 桃園市 劉軒齊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書法類 高中普通班組 彰化縣 王宥沺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書法類 高中美術班組 高雄市 鄭昕瑜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書法類 高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林藝欣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書法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南市 黃冠瑜 長榮大學

書法類 大專美術系組 新北市 楊承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法類 大專非美術系組 新竹市 張睿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

書法類 大專非美術系組 新北市 蔡采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嘉義市 陳欣瑜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林禹璇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市 林軒佑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彰化縣 魏仲岑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羅子珊

 Lo,Shannon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洪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新竹縣 劉恩彤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莊宥臻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版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劉亭羽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版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陳星如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版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臺北市 林暐婕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版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謝嘉安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中市 王嘉馨 東海大學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中市 李婉榛 東海大學

版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組 新北市 王瑜 淡江大學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雲林縣 林仕芳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臺中市 張無缺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屏東縣 洪名緯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嘉義縣 徐鈺淳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張恩貝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鄭愷心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國小部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彰化縣 江品萱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屏東縣 邱彥夫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何若渝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

級中學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樊伯遠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

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臺中市 吳侑蓁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組 基隆市 葉沛蓉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漫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高雄市 朱晨昕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漫畫類 高中普通班組 新竹市 許貝禎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漫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臺北市 林峻緯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漫畫類 高中美術班組 高雄市 陳信慈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新北市 張育維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 臺南市 巫佳珊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