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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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   盛大紘     老菸槍   復興國小   林書寧   

特優 台南市 杜逸宸 夜晚的拖吊車 台南大學附小 楊智欽 

優等 南投縣 張啟麟 快樂的雞 廣福國小 田佩麟 

優等 屏東縣 蔡昀珈 奮力一揮 中正國小 吳有恆 

甲等 高雄市 李承蓁 廟會 福誠國小 程佳櫻 

甲等 新北市 李宜學 上學途中的奇遇 及人小學 吳詠綺 

甲等 花蓮縣 張家誌 雙獷龍 中原國小 蔡勝壽 

入選 新北市 黃昱毓 被罰站的同學 樹林國小 王子維 

入選 新北市 陳睦丰 外星人來地球 中和國小 張曉琦 

入選 新北市 袁應天 廟會 及人小學 吳詠綺 

入選 新北市 詹蕓菡 阿美族豐年祭 永吉國小 葉芳君 

入選 新竹縣 劉玟輝 街頭畫家 田寮國小 鄭生祥 

入選 新北市 翁詠勤 低沉的大提琴 仁愛國小 柯巧惠 

入選 新北市 林柏佑 在浴室刷牙 鷺江國小 李麗華 

入選 新北市 蔡馨瑩 蟲蟲世界 仁愛國小 葉慧琪 

入選 新北市 蔡蕙妮 寵物美容院 光華國小 李曉蘭 

入選 新北市 林芯瑀 天空之旅 榮富國小 陳苾文 

入選 新北市 張羿琪 我畫我 樟樹國小 王育仁 

入選 新北市 侯凱文 英文惡夢 北新國小 陳建仲 

入選 台南市 李品皓 單槓趣樂部 文元國小 王美文 

入選 台南市 游婷婷 蝴蝶飛啊 台南大學附小 楊智欽 

入選 台南市 徐汯琝 放風箏 協進國小 于玉梅 

入選 台南市 呂禕倩 音樂會 永康國小 張  吉 

入選 台南市 劉書辰 溜滑梯真好玩 新泰國小 李佩珍 

入選 台南市 魏家珮 玩遊戲 樹人國小 黃祺庭 

入選 台北市   蔡知耘     捉蝴蝶   光復國小   周倍合   

入選 台北市   陳彥嘉     一個頭二個大   東湖國小   王淑真   

入選 台北市   侯米朵     游泳   永吉國小   王儷儒   

入選 台北市   蔡心曄     熱鬧的廟會   國語實小   張建偉   

入選 台北市   王佩榛     生態環保   建安國小   何秉慧   

入選 台北市   石蕙瑩     小蛙的烹飪比賽   景興國小   吳憶禎   

入選 台北市   林永蕙     延續愛   薇閣國小   呂滋益   

入選 新竹市 舒晨嘉 鋼琴課 龍山國小 林婉嬌 

入選 新竹市 蕭輔一 千變萬化 竹大附小 張善婷 

入選 雲林縣 蔡宜靜 美好時光 僑真國小 李月薇 



入選 雲林縣 朱昕頤 全家人一起兜風 僑真國小 黃致賢 

入選 嘉義市 殷例琦 參觀石像雕刻 大同國小 李佩儒 

入選 宜蘭縣 馮玉紓 小雞樂園 成功國小 蔡昱文 

入選 宜蘭縣 陳紀蓁 熱鬧的街景 北成國小 劉怡倩 

入選 高雄市 洪慈君 採桃去 苓洲國小 蔡宜靜 

入選 高雄市 陳明柔 大豐收 復興國小 陳慧娟 

入選 高雄市 林培琳 原住民 阿蓮國小 謝尚志 

入選 桃園縣 賴俞安 公雞 建德國小 楊雅蘋 

入選 桃園縣 吳芷葳 下課的遊玩 中壢國小 黃瑞寶 

入選 彰化縣 陳怡文 賞花 和美國小 陳寶珠 

入選 花蓮縣 林柏安 辛苦的媽媽 中原國小 蔡勝壽 

入選 台中市 詹景荃 龍騰斷橋 東勢國小 蔡欣翰 

入選 台中市 陳克桓 未來貓 永隆國小 錢美文 

入選 台中市 童政元 觀察昆蟲 大同國小 陳淑欣 

入選 台中市 古蕙瑜 海底大作戰 惠文國小 陳碧蕙 

入選 台中市 吳昀柔 哭泣的椰子蟹 文昌國小 劉怡君 

入選 苗栗縣 陳杰倫 恐龍展 通霄國小 黃君立 

入選 苗栗縣 朱雅暄 看魚 藍田國小 陳燕玲 

入選 屏東縣 曾俞文 點燈 中正國小 吳有恆 

入選 南投縣 張家芊 九族文化村的竹竿舞 埔里國小 賴哲宏 

入選 南投縣 張錫瑞 大象嘉年華 南投國小 莊于萱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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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   陳姮羽     兩個女人的戰爭    光復國小    黃美霓   

特優 新北市 許芳菱 假日的市場 樟樹國小 王育仁 

優等 台北市   連翊妏     撈魚樂   中正國小   郭芳村   

優等 台北市   林家豪     書中自有黃金屋   民族國小   李秀珍   

甲等 新北市 陳旭祺 城堡 中港國小 陳榮清 

甲等 台北市   戴渝芳     生命之源   民生國小   張晶皓   

甲等 新北市 張朝傑 家 自強國小 蔡品純 

入選 新北市 紀凱仁 無題 中和國小 李姵儀 

入選 新北市 王祥宇 玩耍 中和國小 張曉琦 

入選 新竹縣 白家榆 愛無界限 新社國小 賴金英 

入選 新北市 金恩彤 雙面人的世界 淡水國小 陳倩雯 

入選 新北市 朱鎔辰 記憶中的八家將 仁愛國小 鄭博文 

入選 新北市 黃晨軒 骷髏的詛咒 淡水國小 陳倩雯 

入選 新北市 陳聖容 廟會中的八家將 仁愛國小 鄭博文 

入選 新北市 陳芊妤 大師下廚 民安國小 葉清純 

入選 新北市 林暉恩 異想世界 榮富國小 陳苾文 

入選 新北市 王敬中 等待親情 溪洲國小 許崇華 

入選 新北市 王良淮 小藍藍 板橋國小 陳麗雯 

入選 新北市 林品妤 松鼠 秀峰國小 曾雅苹 

入選 台南市 張瑄庭 理髮院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台南市 郭佩昀 孔雀開屏 立人國小 蔡仁美 

入選 台南市 江佑澤 夏夜中的小吃攤 東光國小 向珍儀 

入選 台南市 侯亦珊 香噴噴 大港國小 顏宜皇 

入選 台南市 方冠中 施工中 新進國小 盧美玲 

入選 台南市 黃浤泰 彈阮琴 樹人國小 黃明漢 

入選 台南市 蘇鈺涵 獨奏 樹人國小 吳鴻滄 

入選 台北市   鄭易濬     失落的記憶   光復國小   林麗君   

入選 台北市   莊詠婷     剪頭髮   光復國小   黃佳華   

入選 台北市   許懷文     路易斯湖 Lake Louise  新生國小   鄭玉梅   

入選 台北市   吳  璠     羊毛出在你身上?!   復興國小   翁蓓君   

入選 台北市   吳卓穎     嫦娥玉兔鬧中秋   木柵國小   何方竹   

入選 台北市   林彥君     阿嬤你好嗎？   建安國小   陳璽元   

入選 台北市   李函儒     京劇臉譜   薇閣國小   賈若含   

入選 新竹市 劉書竹 異想奇幻世界 三民國小 洪瓊燕 

入選 新竹市 莊頊婷 瘋狂星期天 竹大附小 葉王盛 



入選 新竹市 曾博晨 地底的世界 香山國小 廖怡森 

入選 嘉義市 呂芝瑩 雕刻店一隅 博愛國小 蔡芸菁 

入選 嘉義市 陳  灝 捏麵人 嘉大附小 陳鴻傑 

入選 嘉義市 許鈞榕 夜市一角 垂楊國小 陳佩妏 

入選 高雄市 陳弘諭 黑面舞者 林園國小 李宜芳 

入選 高雄市 陳志芳 雕刻師父 復興國小 賴鵬興 

入選 高雄市 萬文甯 藍色玫瑰教堂 七賢國小 陳致豪 

入選 桃園縣 李文心 快樂慶豐收 雙龍國小 古重仁 

入選 花蓮縣 蔣瑋真 賣布的先生 中原國小 蔡勝壽 

入選 台中市 陳冠越 放鬆 永隆國小 呂靜嫺 

入選 台中市 甘皓雲 奇幻之地 忠信國小 張瑞連 

入選 台中市 蕭珮珊 電音三太子 龍泉國小 蔡慧萍 

入選 台中市 吳東穎 合奏 文昌國小 李純慧 

入選 台中市 王郁晴 自然課 順天國小 鄭賓鴻 

入選 苗栗縣 林愷晙 田園樂 客庄國小 周怡萩 

入選 苗栗縣 葉豐愷 版畫刷刷刷 通霄國小 李秋慧 

入選 屏東縣 張立宣 機器人世界 中正國小 張簡郁娥 

入選 屏東縣 柯婕俐 那些年我們一起刻版畫 中正國小 陳澤仁 

入選 屏東縣 呂汶諺 竹編老人 中正國小 張簡郁娥 

入選 南投縣 黃彥博 夜空的城市 康壽國小 王麗瑄 

入選 南投縣 蔡雨延 孔雀開屏 埔里國小 賴哲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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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 王之昍 冷漠 時雨國中   

特優 台北市 郭沁璇   隕落   敦化國中   無   

優等 高雄市 宋柏昆 庇蔭 光華國中 陳靜慧 

優等 新北市 陳姿穎 思想起 福營國中 侯筱珉 

甲等 高雄市 鄭雅云 國境之南 五甲國中 江家禎 

甲等 新北市 邱莉婷 蝶舞 重慶國中 林妙玲 

甲等 台北市 鄭羽彤   瘋了   明德國中   王昱玲  

入選 新北市 蔡承祐 祈福 育林國中 胡嘉容 

入選 新北市 董欣妮 金門風情 中和國中 陳俊男 

入選 新北市 何季瑄 魔術方塊之門神也瘋狂 育林國中 胡嘉容 

入選 新北市 蕭名皓 返樸歸真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竹縣 黃砡婷 心中的巨人 二重國中 陳婷婷 

入選 新北市 廖珺如 漁港人家 金陵女中 鄭硯如 

入選 新北市 余書青 掙   扎 丹鳳高中(國中部) 林佳瑩 

入選 新北市 邱奕懷 出走 新泰國中 張倩菁 

入選 新北市 賴念軒 汙魚 頭前國中 陳韻涵 

入選 新北市 廖于萱 金木水火土傳說 重慶國中 林妙玲 

入選 新北市 張芷毓 夜裡的貓頭鷹 海山高中(國中部) 劉用德 

入選 新北市 吳昱霆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文山國中 張莉玟 

入選 台南市 姜佩岑 房子的記憶 慈濟高中(國中部) 張育綺 

入選 台南市 黃昱睿 森林萬象 後甲國中 林雅女 

入選 台北市 林汶郁   夢魘   敦化國中   無   

入選 台北市 武世勳   自由   中崙高中(國中部)   呂育娟  

入選 台北市 俞妙蓉   方寸人間   中山國中   梁嘉文  

入選 台北市 武世珩   地球的存亡之戰   中崙高中(國中部)   呂育娟  

入選 台北市 張議勻   食物鏈   龍山國中   徐欣怡  

入選 台北市 詹凱翔  追尋與等待(向大師致敬)  雙園國中   丁美華  

入選 台北市 施乃嘉   回首百歲、展望千秋 大直高中(國中部)   田怡方  

入選 台北市 羅茵淇   吃冰的滋味   大安國中   林蓓恩  

入選 台北市 袁清揚   癮君子   仁愛國中   詹棟尊  

入選 台北市 盧信翰   狗仔隊   復興國中   林樂鈞  

入選 台北市 葉哲睿   土地正義   華興高中(國中部)   林盈賢  

入選 台北市 李杰昕   夏日涼蔭   衛理女中   黃翔琳  

入選 新竹市 林怡廷 石頭進化論 光華國中 黃梓琪 

入選 嘉義縣 謝棕昇 古城 水上國中 程思佳 



入選 雲林縣 王念筑 救贖 大埤國中 林家利 

入選 嘉義市 陳亦婷 時間傀儡 宏仁女中 施淑玲 

入選 基隆市 王韻婷 窗外的天空 二信高中(國中部) 彭淑鈴 

入選 宜蘭縣 莊子玄 市場一景 壯圍國中 張繼琳 

入選 宜蘭縣 黃翊寧 勝利那一刻 慧燈中學 廖啟恆 

入選 高雄市 蘇芸霈 阿公的水果攤 五福國中 官孟玄 

入選 高雄市 郭剛睿 雄獅 五福國中 官孟玄 

入選 高雄市 李家儀 印記 鹽埕國中 莊淑華 

入選 高雄市 王靖涵 我的家在垃圾堆 左營國中 梅惠清 

入選 高雄市 陳奐雯 晨曦市集 三民國中 陳映秀 

入選 高雄市 黃奕馨 悠靜 後勁國中 蔡佳靜 

入選 高雄市 徐敏馨 遇見自畫像 正興國中 曾惠華 

入選 桃園縣 梁  璦 學習「鹹酸甜」 復旦高中(國中部) 梁忠弘 

入選 桃園縣 古培孜 徬徨少年 石門國中 周義雄 

入選 台中市 廖德為 我被數字綁架了 明道中學(國中部) 張智勇 

入選 台中市 邱安瑜 惡魔與天使的糾葛 后里國中 林奕妏 

入選 屏東縣 謝佳伶 樹與蝶的對話 大同高中(國中部) 蕭郁菁 

入選 屏東縣 簡俐玲 學習新天地 明正國中 張琇雅 

入選 屏東縣 吳姿宜 打開超現實的門扉 至正國中 陳澤仁 

入選 南投縣 王芊又 抬轎 日新國中 馬麗涓 

入選 南投縣 王劭中 漁夫 南投國中 劉嘉芬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9     

總計 56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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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 李  旻 孕育 福和國中 楊麗珠 

特優 台北市 蔡季珊   象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優等 新北市 莊凱卉 寧靜的午後 自強國中 湯凱鈞 

優等 高雄市 王軒宸 船 壽山國中 黃琡雯 

甲等 苗栗縣 繆佳蓉 Wonderland 苑裡高中(國中部) 廖云榛 

甲等 台北市 羅勻彤   蛻   金華國中   周盈君  

甲等 宜蘭縣 林榆宸 祖孫情 東光國中 潘勁瑞 

入選 新北市 許紫潔 盼時光暫停 福和國中 楊麗珠 

入選 新竹縣 張祐承 危機四伏 竹北國中 范逸芳 

入選 新北市 盧威佑 鉛掛 淡水國中 林儀芬 

入選 新北市 陳大豐 籃球 淡水國中 陳錦容 

入選 新北市 張智語 舊城往事 淡水國中 林儀芬 

入選 新北市 蔡家欣 來自瞳孔的聲援 淡水國中 林儀芬 

入選 新北市 陳宥霓 部落的豐年 泰山國中 劉雲漢 

入選 新北市 陳鈺茹 子孫滿堂 國民中學(國中部) 鍾淑芬 

入選 新北市 游沛馨 沉睡的夢 崇光女中 鄧慶齡 

入選 台南市 傅詠豪 剪影 永康國中 吳政隆 

入選 台南市 謝沛芯 閒 南新國中 蔡宗祐 

入選 台北市 朱仙慈   啊！我的祖先把你吃了   五常國中   張賀榮  

入選 台北市 梁庭旎   悅‧躍   五常國中   張賀榮  

入選 台北市 張舒婷   幸福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張舒甯   舞動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台北市  陳昱安   不一樣的世界   金華國中   周盈君  

入選 新竹市 李柔頡 高跟鞋世界 建華國中 林淑鈴 

入選 新竹市 柯旭融 吃鱷魚的貓 建華國中 林淑鈴 

入選 嘉義市 紀慕潔 Colorful  Life 蘭潭國中 張秀雯 

入選 嘉義市 楊琍淇 Keys 蘭潭國中 張秀雯 

入選 宜蘭縣 林耕賢 大船祭 東光國中 潘勁瑞 

入選 宜蘭縣 陳逸璇 獵影 東光國中 潘勁瑞 

入選 宜蘭縣 林沂蓁 農田蓋 宜蘭國中 陳惠菊 

入選 宜蘭縣 游婷雯 解密‧外星人 東光國中 陳  韋 

入選 宜蘭縣 羅卉君 頑 東光國中 賴美惠 

入選 高雄市 徐子婷 廟旅 道明中學(國中部) 葉君儀 

入選 高雄市 黃繼徵 海釣 壽山國中 黃琡雯 

入選 高雄市 歐陽菱勵 子孫與阿嬤 壽山國中 黃琡雯 



入選 高雄市 朱沛貞 城市 嘉興國中 林婉婷 

入選 高雄市 王有慈 兔 壽山國中 黃琡雯 

入選 高雄市 凃子崴 沉寂的器官 五甲國中 江家禎 

入選 台東縣 吳昇翰 俾斯麥海上，九死一生 新生國中 傅嘉琳 

入選 彰化縣 林孝融 夜市 明倫國中 廖麗茹 

入選 彰化縣 吳怡婷 衝擊 明倫國中 廖麗茹 

入選 彰化縣 黃瓈靚 雨中即景 明倫國中 廖麗茹 

入選 台中市 蔡心愉 放風箏 五權國中 劉淑菁 

入選 台中市 黃諺哲 竊竊私語 中港高中(國中部) 鄧丞敦 

入選 台中市 蔡欣紋 上達天聽的絶美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入選 台中市 沈厚寬 動物奇想曲 大甲國中 葉斯怡 

入選 台中市 廖予瑄 生命‧凋零了？ 大華國中 廖振聰 

入選 台中市 卓玲雪 賞油桐花 大甲國中 呂文珊 

入選 台中市 潘宜禎 大象迷航 大甲國中 呂文珊 

入選 台中市 江恉珊 刻畫人生 大甲國中 黃千榕 

入選 苗栗縣 鄭智涓 阿婆與精靈 苑裡高中(國中部) 廖云榛 

入選 苗栗縣 賴姿穎 仰望 苑裡高中(國中部) 葉沛晴 

入選 屏東縣 陳芊蓁 愛麗斯狂想曲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入選 屏東縣 鍾昀芳 夜‧悄悄來了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入選 屏東縣  葉  芳 養雞人家 大同高中(國中部) 許天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8     

總計 55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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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 林品妤 意志 松山高中 廖吟軒 

特優 苗栗縣 鄭雁文 展．獵 苑裡高中 葉沛晴 

優等 台中市 李昀芷 「食」在很重要 東大附中(高中部) 林怡潓 

優等 台中市 賴柯嵐 操縱與掙脫 大甲高中 曲小燕 

甲等 高雄市 郭豈榕 達悟勇‧傳承 瑞祥高中 呂玉敏 

甲等 台北市 李世婕 鄉間小路 Country Road 延平高中 陳昇志 

甲等 宜蘭縣 張雅淳 哭泣的森林 羅東高中 潘勁瑞 

入選 新北市 陳品卉 無法自拔 明德高中 欒興美 

入選 新北市 張皓閔 微聲密碼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賴可蓉 我想要 金陵女中 李靜文 

入選 新北市 李易晏 支配 淡江高中 莊聖逢 

入選 新北市 楊惠予 幻境 淡江高中 楊成桀 

入選 新北市 林黃藤 雕像的回憶 丹鳳高中 黎怡妏 

入選 新北市 沈  芯 toxic 新莊高中 江素媛 

入選 新北市 馬祥銘 HUNT 丹鳳高中 黎怡妏 

入選 新北市 鍾幸男 惡魔的遊戲 華僑高中 張權毅 

入選 新北市 陳韻安 情 海山高中 古蕊榛 

入選 台南市 陳函弘 高中三年級 德光高中 陳慧茹 

入選 台南市 林又萱 殘破的記憶 德光高中 陳慧茹 

入選 台南市 蔡旻軒 匆茫 瀛海中學 田丁明 

入選 台南市 江妮螢 HAPPY 交響曲 後壁高中 林昭安 

入選 台北市 孫兆中 從長計議 南湖高中 賴宛瑜 

入選 台北市 余佑陞 官將首的彩繪人生 協和工商 葛嘉源 

入選 台北市 黃玟綺 魚鬥 第一女中 張素卿 

入選 台北市 柴喬軒 午後三點的「夢囚」 中山女中 傅斌暉 

入選 台北市 吳郁婷 墮落 金甌女中 劉鎮南 

入選 台北市 陳  璿 瓶中的回憶 景美女中 江正吉 

入選 台北市 余家萱 晚歸 陽明高中 林永祥 

入選 台北市 鄭  安 世界就在我腳下 復興高中 陳華俊 

入選 新竹市 吳沅靜 戲夢 曙光女中 陳錦慧 

入選 雲林縣 孔夏玲 生命的終點 西螺農工 鄧詩豪 

入選 嘉義市 施圓美 夜梟 嘉華中學 彭舒渝 

入選 嘉義市 吳沛儀 溯源 嘉義女中 林文琳 

入選 嘉義市 鍾禔耘 牛頭馬面 嘉華中學 洪嘉璐 

入選 基隆市 江宜庭 春 基隆女中 蘇芷瑩 



入選 高雄市 張智鈞 鐵馬休息站 立志中學 孫英倫 

入選 桃園縣 吳明倫 戰爭消息 武陵高中 謝在棋 

入選 台東縣 余雅慈 重生 關山工商 廖冠祺 

入選 台東縣 葉家彣 祈壺 台東高中 林勝賢 

入選 台東縣 章誠軒 我的 VU VU 台東高中 林勝賢 

入選 桃園縣 傅  旋 妮瑞德之守護 治平高中 雷曜明 

入選 桃園縣 徐筱筑 嘆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桃園縣 王瑀鑫 最後一片綠地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桃園縣 廖祐萱 幻滅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台中市 莊栯禾廷 夢-光明與黑暗 大甲高中 卓慶良 

入選 台中市 鄭乃慈 畫裡畫外 清水高中 陳倩儀 

入選 苗栗縣 林晁伃 文明的起源 建台中學 謝玥珠 

入選 苗栗縣 邱秀縈 My world 苑裡高中 許惠茹 

入選 屏東縣 黃琪婷 悼 陸興高中 謝惠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42     

總計 49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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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 王彥涵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新莊高中 尉秀蓉 

特優 台北市 張妤瑄 保庇 泰北高中 陳敏雄 

優等 高雄市 李珍惠 遙想 海青工商 鍾金發 

優等 台北市 游智涵 新人類 復興高中 陳華俊 

甲等 台北市 林儀樺 時尚背後的真相 松山家商 林榮聰 

甲等 新北市 楊宏銓 夢靨 智光商工 張家瑋 

甲等 桃園縣 王明薇 逃生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新北市 陳嘉琪 午後、休閒、咖啡館 復興商工 陳敬飛 

入選 新北市 林依蓓 我絲故我在 復興商工 陳敬飛 

入選 新北市 陳智駿 慾望、pussy、小貓 復興商工 陳敬飛 

入選 新北市 廖晏洳 捍衛 復興商工 陳敬飛 

入選 新北市 王少羽 危機 復興商工 李照富 

入選 新北市 趙怡亭 寂靜 智光商工 周勝源 

入選 新北市 林芷伃 思念 智光商工 周勝源 

入選 新北市 王千楙 彩蝶翩翩 永平高中 蔡長蒼 

入選 台南市 傅俐瑜 疑 台南高商 莫嘉賓 

入選 台南市 林家毓 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後壁高中 林昭安 

入選 台南市 李思柔 鹿出 後壁高中 林昭安 

入選 台北市 林廷宏 心誠則靈 協和工商 葛嘉源 

入選 台北市 蕭芙芸 單單單 復興高中 陳華俊 

入選 台北市 蔡惠心 日暮餘暉 開南商工 李明彥 

入選 台北市 周恩維 戲夢人生 開南商工 李明彥 

入選 台北市 劉虹伶 迎接 泰北高中 李聰祺 

入選 台北市 葉致廷 反自然現象 泰北高中 李聰祺 

入選 台北市 陳序天 音樂會 泰北高中 陳敏雄 

入選 新竹市 邱勻姿 憶滅 新竹女中 卓敬棠 

入選 新竹市 陳威良 美好生活 香山高中 翁毓莛 

入選 宜蘭縣 李季蓉 異次元．藝次緣 宜蘭高中 林金鐘 

入選 高雄市 陳至軒 智慧長存,學而不息 海青工商 鍾金發 

入選 高雄市 張幸茹 饗 中華藝術學校 李菁菁 

入選 高雄市 張家豪 誠石 中華藝術學校 李菁菁 

入選 桃園縣 吳佳芬 尋覓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桃園縣 王筱瑄 成熟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桃園縣 王靜文 天光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桃園縣 楊治娟 築夢 平鎮高中 傅彥熹 

入選 彰化縣 蕭碧卿 雙龍花年 彰化高商 林志鴻 

入選 台中市 曾云薇 卡卡與夢露先生 豐原高中 陳玉娟 

入選 台中市 陳奕彣 想髮 大明高中(高中部) 柯燈杰 

入選 台中市 張沛郁 思緒 青年高中(高中部) 吳麗凰 

入選 台中市 賴冠宇 Talk 台中一中 蕭斐丹 

入選 苗栗縣 吳宥萱 與自然背對背擁抱 苑裡高中 許惠茹 

入選 苗栗縣 曾冠瑜 想念 苑裡高中 許惠茹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35     

總計 42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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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 王毓麒 默 台灣藝術大學   

特優 台北市 陳御辰 夢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林雪卿 

優等 新北市 江芷萱 險境 台灣藝術大學   

優等 新北市 魏翠玲 獨處 台灣藝術大學   

甲等 台北市 洪詳宸 根源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黃坤伯 

甲等 新北市 葛晏如 家人 II 台灣藝術大學   

甲等 台北市 郭家綺 目標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黃坤伯 

入選 新北市 張慧潔 Nature is slow ,but sure 台灣藝術大學   

入選 新北市 林佩玉 時尚‧牢籠 台灣藝術大學   

入選 台北市 郭書韶 E 化人生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黃坤伯 

入選 台南市 張雅筑 Hero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劉育明 

入選 台南市 楊子毅 虛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劉育明 

入選 彰化縣 陳怡廷 實驗 大葉大學 王紫芸 

入選 台北市 楊詠翔 被動的夢話 中國文化大學 陳華俊 

入選 新竹市 余  臻 種族歧視 玄奘大學 何堯智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入選 8     

總計 15     

 



100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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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台北市 鐘雲珍 圖騰的意象 中國文化大學 顏惠芸 

優等 台北市 張瀅璿 非我亦我 中國文化大學 無 

特優 1     

優等 1     

甲等 0     

入選 0     

總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