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組 縣市別 姓名 就讀學校

繪畫類國小低年級組 高雄市 洪語岑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低年級組 臺中市 王御擻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高雄市 洪千賀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秦語彤

Tanya

Chin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

學校小學部

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南市 王歆茗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新北市 徐安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臺南市 張勝勛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屏東縣 簡妍軒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臺中市 姚彥寬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繪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臺南市 鍾祺葳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西畫類國中普通班(含技藝班) 新竹縣 黃家渝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西畫類國中普通班(含技藝班) 臺北市

游翔鈞

Jeannie

Yu

台北歐洲學校

西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新竹市 陳宥蓁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西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嘉義市 林千愛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臺南市 許菡倪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桃園市 呂紹赫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西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中市 黃媜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西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南市 王姿婷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七年一貫)

西畫類大專美術系(含技藝班) 高雄市 孔子明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西畫類大專美術系(含技藝班) 花蓮縣 潘宜蓁 國立東華大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陳楷叡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組 臺南市 朱柏靜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屏東縣 范凱恩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北市 陳品橋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組 臺北市 陳品妍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組 高雄市 鄭雅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嘉義市 葉宥沂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高雄市 劉蓁璦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平面設計類國中普通班組 新北市 陳虹菱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類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市 宋翊
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等學校

國中部

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黃曉柔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基隆市 林其叡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平面設計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高雄市 楊皓予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竹市 詹昀庭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中市 伍晨妘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北市 趙瑋庭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平面設計類大專美術系 臺北市 張峰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平面設計類大專美術系 新竹市 莊承儒 玄奘大學

平面設計類大專非美術系 桃園市 楊子毅 中原大學

平面設計類大專非美術系 高雄市 黃湘容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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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類國小中年級組 嘉義市 洪子璿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水墨類國小中年級組 嘉義市 莊騰紳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水墨類國小高年級組 臺北市

呂姿穎

Olivia

Lu

台北美國學校

水墨類國小高年級組 臺南市 邱琦宥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水墨類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陳穎琦 台北歐洲學校

水墨類國中普通班組 宜蘭縣 陳宥雯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水墨類國中美術班組 彰化縣 馬淮宣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水墨類國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陳農蓀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臺北市 林芷彤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臺南市 莊淳安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水墨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桃園市 李彤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水墨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中市 王新穎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水墨類大專美術系 臺北市 陳如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水墨類大專美術系 新竹市 蕭珮縈 國立清華大學

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 苗栗縣 陳彥安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 臺北市 黃文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書法類國小中年級組 雲林縣 高承鈺 雲林縣土庫鎮土庫國民小學

書法類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高偉熙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書法類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龔于瑩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書法類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魏以晴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書法類國中普通班組 嘉義縣 邵楷晴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書法類國中普通班組 臺中市 黃彥晨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書法類國中美術班組 雲林縣 黃子容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書法類國中美術班組 高雄市 許東澤 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

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屏東縣 龔子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高雄市 阮詩晴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書法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北市 呂淇安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書法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高雄市 孫偉庭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書法類大專美術系 花蓮縣 謝羽甯 國立東華大學

書法類大專美術系 新北市 馬振庭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 臺北市 盧佑宜 國立臺灣大學

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 臺北市 黃奕璇 國防醫學院

版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嘉義市 溫柏銓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版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蘇紹掄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版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臺北市 施語棠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版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 王苡宣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版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雲林縣 陳咏妍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版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王照權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版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新北市 陳品霖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版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宜蘭縣 陳黃夷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版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北市 招碩彥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

版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臺北市 鍾承諺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版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屏東縣 洪峻偉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版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新北市 黃娣容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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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類大專美術系 臺中市 王苡婷 東海大學

版畫類大專美術系 臺北市 陳玟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版畫類大專非美術系 臺中市 廖芸彤 朝陽科技大學

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 余珞熙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劉姵宜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南市 蔡岩軒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臺中市 王繡綺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宜蘭縣 陳湲涵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組 雲林縣 林沛儒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屏東縣 龔珮緹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高雄市 黃竑瑋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漫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臺北市 石昕幼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漫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高雄市 王元宗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

學國中部

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基隆市 吳語頡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高雄市 曾詩婷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臺南市 陳語喬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科組 新竹市 張仲宇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漫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嘉義市 陳易佑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漫畫類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 臺中市 陳妍妡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漫畫類大專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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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謝瑞芯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 苗栗縣 邱冠廷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 苗栗縣 廖君綾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