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苗栗縣 曾子芸 跟小貓一起玩遊戲 縣立蕉埔國小 張庭語

特優 台中市 林綺賓 小賓的祕密森林 翁子國小 蔡宜青

優等 新北市南區 莊侑娜 賞鳥 樹林國小 王子維

優等 臺南市南區 秦惟蓁 Let's go shopping! 南大附小 古佳潔

甲等 台中市 黃昱嘉 家庭音樂會 光復國小 陳怡名

甲等 台中市 陳亮妤 做頭飾 大同國小 陳淑欣

甲等 臺南市北區 陳奕諠 看貓咪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曾秋婷

佳作 連江縣 陳省吾 大開殺戒的鯊魚 介壽國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張瑋淇 盪秋千 大湖國小 鄭麗銖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彭楷茵 開戲囉！ 新明國小 吳藍功

佳作 金門縣 關少涵 班級音樂會 多年國小 余宛錡

佳作 澎湖縣 歐芸蓁 鹿 文澳國小 歐文銘

佳作 澎湖縣 李又恬 夜釣小管好滋味 外垵國小 李慶生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吳季庭 水上遊樂園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琬蓉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芷婕 去遊樂園玩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北區 林靖雯 虎媽我怕怕 三重區修德國小 張嫚宸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吳宜蓁 快樂童年 淡水區淡水國小 郭炎煌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陶昌遠 我的好馬吉 蘆洲區蘆洲國小 魏靜芬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江宜儒 逛花園 民安國民小學 陳韻茹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葉佳銓 深海歷險記 民安國民小學 范以玲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郭寶璘 遠古回憶 榮富國民小學 陳苾文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許祐嘉 世界末日 民安國民小學 陳韻茹

佳作 新北市西區 丁采昕 養蠶 裕民國民小學 邱雪萍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芯瑜 我最愛吃螃蟹火鍋 樹林國小 王子維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吳紫瑜 我喜歡做畫 永和國小 熊惠君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張詠程 可愛的小狗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小學部)
范健樟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林宇澤 足球之戰 慈濟高中 許玉玲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方彣昕 打年獸 南大附小 陳柏青

佳作 宜蘭縣 簡楷真 誰來救救千歲爺爺 北成國小 王琦雯

佳作 宜蘭縣 李彥廷 大逃離 中山國小 林木水

佳作 彰化縣 莊伯价 捕魚趣 文開國小 周春滿

佳作 彰化縣 陳有慧 慶中元 東溪國小 陳錫漢

佳作 高雄市 錢宥云 快樂大豐收 市立七賢國小 呂雅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曾家恩 我在畫水彩 市立阿蓮國小 陸珮津(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羅翊人 吹蛇跳舞 市立鳥松國小 張琤琤(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蔡季廷     誰來晚餐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李文秀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林楨燕     媽媽心愛的蘭花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陳世保  

佳作 台北市-東區   胡鈞甯     看牙醫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范素玲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陳怡伶     抓魚大豐收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陳尚郁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梁睿均     恐龍開趴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林樂鈞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陳星翰     巨大挖土機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鍾璧如  

佳作 新竹市 許巧霓 皮影戲 香山國小 高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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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竹市 王昶霖 老街 香山國小 高偉婷

佳作 嘉義縣 郭淑儀 大快朵頤 和睦國小 盧郁婕

佳作 嘉義市 蔡軒語 夏日美人蕉 博愛國小 林哲瑋

佳作 台中市 高育仁 籃球大賽 大元國小 周于平

佳作 台中市 林冠澄 恐龍展 大同國小 陳淑欣

佳作 台中市 游佳媛 騎腳踏車 潭陽國小 張淑貞

佳作 台中市 劉映均 變色龍 南陽國小 張伊君

佳作 台中市 林忻蕙 下課同樂 大甲國小 方文惠

佳作 苗栗縣 高翊傑 辦桌 縣立客庄國小 張雅慧

佳作 苗栗縣 林承翰 親子 縣立客庄國小 張雅慧

佳作 苗栗縣 林婕瑜 幫小狗洗澡 縣立蕉埔國小 張庭語

佳作 屏東縣 吳崇安 哇!變色龍 中正國小 梁云贍

佳作 屏東縣 高卓安 降落的飛機 中正國小 許元臻

佳作 南投縣 廖子賢 可愛的猴子 縣立平和國小 謝玉玲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周亮宇 快樂小鎮 市立新上國小 黃婉瑜(正式)

特優 台北市-南區   柯岱均     束縛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李伊珊  

優等 新北市西區 李囿運 蘭嶼風情 民安國民小學 洪誥志

優等 台中市 楊杰睿 雲霄飛車 大同國小 陳淑欣

甲等 台北市-南區   王叡寧     森林的主人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林佳民  

甲等 高雄市 楊宜蓉 採絲瓜 市立四維國小 李蕙慈(正式)

甲等 宜蘭縣 林敬焱 樂高燈火城市 學進國小 林宏杰

佳作 新竹市 林亭羽 地球儀的故事 國立竹大附小 陳澤仁

佳作 臺南市北區 賴姝晴 好多的黑面琵鷺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花誌陽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高振瑋 阿呆超人大戰庫斯拉 大忠國小 劉安道

佳作 金門縣 吳妤庭 桌球賽 柏村國小 莊彩雲

佳作 澎湖縣 洪佳偉 市場的魚販 大池國小 蔡馥琦

佳作 澎湖縣 陳姿羽 到海邊玩沙 大池國小 蔡馥琦

佳作 臺東縣 廖晨昕 津津有味的夢 新生國小 劉鎧瑋

佳作 臺東縣 王儀靖 喵的生活 新生國小 劉鎧瑋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王翊丞 搶孤大戰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吳光懿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周沁亞 叢林冒險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王愛婷

佳作 新北市中區 許芙瑋 孕育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黃佳淇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簡筠倢 國劇名伶 榮富國民小學 陳苾文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郭映蓉 鳥店 桃子腳國中小 林怡如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張雅涵 樹的雕刻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

橋高級中學(小學部)
歐文絹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張芷瑄 熱鬧的下午茶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 陳思琪

佳作 台商專區 林芠圻 少女夢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趙謙

佳作 新竹縣 陳宣卉 湖口老街 新社國小 賴金英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李建軒 參觀恐龍博物館 文元國小 汪雅菁

佳作 基隆市 林峻廷 思想起 碇內國小 劉國正

佳作 宜蘭縣 潘律禎 還我大自然 中山國小 廖慶昌

佳作 宜蘭縣 許雅茵 魚 販 中山國小 廖慶昌

佳作 宜蘭縣 林昇 中元節 北成國小 朱曉光

佳作 彰化縣 黃塏升 城市悲鳥 和仁國小 陳寶珠

佳作 彰化縣 施皓程 搓湯圓 民生國小 吳振益

佳作 高雄市 郭芊岑 採果趣 市立七賢國小 楊如君(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宣妤 農村生活 市立鳳翔國小 陳珮文(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李敏禎 火鍋 市立鳥松國小 陳志忠(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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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邵郁南 賣水果 市立油廠國小 林昕儒(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施怡安     昆蟲冥想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     鄭美筠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黃郁家     我和仙人掌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黃子秦  

佳作 台北市-東區   王禹捷     撈金魚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譚之帆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劉泰延     老鞋匠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賴映汝  

佳作 台北市-東區   張宸嘉     哇!大胃王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林建輝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儀蓁     蘭花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林津欣

佳作 新竹市 蕭輔辰 大樹下的午後之夢 國立竹大附小

佳作 新竹市 鍾佳蓁 海洋世界 國立竹大附小 陳澤仁

佳作 新竹市 魏芷柔 海洋館之旅 香山國小 高偉婷

佳作 新竹市 莊書懿 九份老街 香山國小 高偉婷

佳作 雲林縣 王麗綺 達利狂想曲 斗六國小 沈士勛

佳作 嘉義市 鄭承祐 魯凱族婚禮 大同國小 曾曉梅

佳作 嘉義市 蔡宇宸 粒粒皆辛苦 大同國小 曾曉梅

佳作 台中市 林聿恆 夏日捉蟲趣 賴厝國小 宋佩芬

佳作 台中市 林庚鴻 期盼 山陽國小 紀岳錡

佳作 台中市 蕭惟文 車站 順天國小 張雅萍

佳作 台中市 李勻斌 阿嬤的裁縫機 南陽國小 張伊君

佳作 苗栗縣 李玟錡 家人一同準備晚餐 縣立客庄國小 林怡芳

佳作 苗栗縣 黃姵瑄 我可愛的妹妹 縣立蕉埔國小 黃世宇

佳作 屏東縣 朱秝緹 廟宇之美 中正國小 吳有恒

佳作 屏東縣 賴羿廷 我是阿姆斯壯 民和國小 曾皚芸

佳作 南投縣 莊苡彤 猴子愛跳舞 縣立名間國小 黃朝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50

總計 57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市 蔡知耘 枯萎The Whithering 亞太美國學校 Loren Letourneau

特優 臺南市北區 黃怡慈 翱翔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優等 新北市東區 林濬瑄 吹夢的天空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陳尹秋

優等 新竹市 蕭輔一 滑機列車 培英國中 王沛翎

甲等 新北市北區 何濡妍 PH2.5 淡水區淡江高中 鍾順達

甲等 台中市 李佳軒 盲從 順天國中 蔡芸庭

甲等 台中市 吳俊毅 悠游 大甲國中 郭進興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王福莘 不「玩」美! 振聲高中附設國中部 謝儀蓁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邱薏芳 躲貓貓 石門國中 陳積輝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王睿妤 被桎梏的熊掌 復旦高中國中部 張菀真

佳作 臺東縣 王雅筑 對話 鹿野國中 林妍汝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彭鈺雯 戲貓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呂佳蓉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張千穎 傳承 淡水區淡江高中 廖智怡

佳作 新北市北區 何姿蓉 沉重的開門聲 淡水區淡江高中 廖智怡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蕭雅文 夏日的某個角落 三重區三和國中 楊碧月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意涵 水晶球精靈的預言 福營國民中學 黃玲貴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戴莙朋 阿公的理髮店 頭前國民中學 吳佑珠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莊晟逸 異時空的幻想 頭前國民中學 吳佑珠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王乙捷 童年記事 新莊國民中學 葉莉娟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戴君澔 異想型態 新泰國民中學 陳劭柏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許芷柔 夢闌珊 三多國中 林裕唐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黃宥翔 跆拳道場 竹林高中 張雅婷

佳作 新北市東區 林琦靜 困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陳美如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黃柏瑋 午後時光 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邱瑞珍

佳作 新竹縣 吳協宸 我的忠實朋友 二重國中 張秀絹

佳作 新竹縣 張名妤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 鳳岡國中 黃敬賢

佳作 臺南市北區 曾揚竣 悠遊赤嵌 臺南市市立安順國民中學 陳淑粉

佳作 臺南市北區 張韶函 昇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樊芳瑜 聲援原生 復興國中 李昭鈺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黃靖雅 達悟族的慶典 後甲國中 施怡菁

佳作 宜蘭縣 陳育楷 夢幻蟬林 國華國中 徐博清

佳作 宜蘭縣 吳政諒 樹縛 國華國中 林妙俞

佳作 彰化縣 李珮瑄 阿嬤的童年回憶 彰興國中 簡至均

佳作 彰化縣 陳柏睿 巷弄 精誠國中 林鴻銘

佳作 彰化縣 姚佑芯 傳承 線西國中 無

佳作 高雄市 戴汶芳 枯枝摟心遠中鏡，唯有飛鳥知我心 市立小港國中 陳娜娜(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靖雅 救救菜數理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巧婷 廟景 市立五福國中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劉姝妍 荷田裡的青蛙 市立一甲國中 李淳榆(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洪慧君 粉塵的肆虐 市立小港國中 陳娜娜(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茞晶 控制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楊采蓁     夏日異想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羅夢婷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廖嘉宏     乘風破浪載滿歸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侯筱珉  

佳作 台北市-北區   莊宇涵     越滑越魚(愚)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侯筱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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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東區   黃新婷     甦醒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黃愷雁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陳柔君     優游自在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蔣曉儀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馮鈞皓     NASA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陳曉慧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陳芊羽     傘下的世界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林蓓恩  

佳作 新竹市 劉書羽 魅影的魔法 亞太美國學校 蕭惠玲

佳作 新竹市 施智仁 古今交錯 光武國中 余慧真

佳作 嘉義縣 林紋琦 房屋 水上國中 馮秀瑛

佳作 嘉義市 劉軒睿 外星生物 興華高中 洪嘉璐

佳作 台中市 陳奕憲 Flip 居仁國中 徐韻琴

佳作 台中市 林冠汝 迷網 大甲國中 郭進興

佳作 苗栗縣 繆佳惠 誰禁錮了誰？ 縣立致民國中 邱聖仁

佳作 屏東縣 許詠淳 後台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梁明璐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宜蘭縣 廖彥羚 反撲歸真 東光國中 潘勁瑞

特優 台北市-東區   李昆達     文明中的戰士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優等 台北市-南區   黃麗穎     大地之鑰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陳妍卉  

優等 彰化縣 鄧絜予 對話 彰安國中 柯宜雯

甲等 宜蘭縣 顏涓楷 超越浩劫 東光國中 潘勁瑞

甲等 高雄市 孫培倫 生計 市立嘉興國中 林婉婷(正式)

甲等 高雄市 蕭郁峰 踩踏，追憶不復的美景 市立光華國中 張巧娟(正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陳臻儀 蒙娜麗莎的吶喊 八德國中 張頌吟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李艾蓁 鹿 桃園國中 陳姝慧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袁敏軒 束縛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陳詣云 FACE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花蓮縣 周采嬋 站在高峰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花蓮縣 李承憲 凝視 國風國中 林家瑜

佳作 臺東縣 莊淳安 3C叢林 寶桑國中 張伶宇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朱沂玟 渴望與現實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李秀如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江蓁庭 食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陳萬宗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宣妤 壓力迷宮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陳萬宗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陳采羚
My kingdom，My 

rule
三重區三重高中 羅珮慈

佳作 新北市北區 鄭芷庭 傘 淡水區淡水國中 高琇慧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洪莅禔 夢想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西區 王珮蓁 時間流逝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吳承恩 掙扎中的生命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李冠瑢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楊于萱 保育動物聯盟 泰山國民中學 李以新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廖玟妤 旅程 泰山國民中學 盧玫竹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周研 虔心凝神 中和國中 彭彥芳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郭怡璇 祈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鄧慶齡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余采蓉 動物宣言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林欣頤
Where can I go 

bake?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吳政隆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董季昀 晒麵條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王文彣 挽面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潘翊綾 水符碼 臺南市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宜蘭縣 吳昀蓁 逃 東光國中 陳韋立

佳作 宜蘭縣 詹佩穎 悲哀 宜蘭國中 黃郁雯

佳作 宜蘭縣 黃寶震 成績體能王 宜蘭國中 陳惠菊

佳作 高雄市 洪鈺茵 抽菸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洪慈君 阿嬤家的古厝 市立三民國中 吳靜嫻(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曾鈺淇 回憶＿跟阿嬤的旅行 市立三民國中 吳靜嫻(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季雅 別抓,讓我回家 市立旗山國中 湯凱鈞(正式)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國中美術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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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北區   林思妤     夢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李雅凌  

佳作 台北市-北區   吳芝瑩     時光．拾荒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李雅凌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汪芩     崩壞城市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李雅凌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洪菀妤     捕夢人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顧博允     〈進化〉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千慧     動靜交織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徐紀鵬     海裡好多魚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莊茵嵐  

佳作 台北市-南區   侯米朵     汙彩病氛的海底世界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莊茵嵐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楊銘沂     城市之窗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佳作 新竹市 吳芊儀 神祕之夜的降臨 建華國中 林淑鈴

佳作 嘉義縣 蔡育婷 市場 水上國中 馮秀瑛

佳作 嘉義縣 蕭巧青 閩式風華 竹崎高中國中部 翁禎源

佳作 嘉義市 鄭伊婷 入境隨俗 蘭潭國中 何信儀

佳作 台中市 廖芷萱 一日之計 五權國中 蕭尚杰

佳作 台中市 林宥璦 裁縫師 五權國中 蕭尚杰

佳作 台中市 蘇彥慈 光•影 長億高中(國中部) 王雅雯

佳作 台中市 何思嫻 「畢」拍不可 大甲國中 呂文珊

佳作 屏東縣 陳奕 福爾摩沙百寶箱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邱鈺晴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宜蘭縣 黃俐慈 枷鎖 羅東高中

特優 高雄市 李承燁 自然輓歌 市立高雄中學 蔡佩家(正式)

優等 高雄市 曾紹華 晨曦．高雄港 市立新興高中 林婉玲(正式)

優等 嘉義市 陳實 Dream Catcher 嘉義高中 李淑娟

甲等 新竹市 劉雅瑜 桎梏 新竹女中 無

甲等 新竹市 黃庭湘 未來的水中住宅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涂圓欣

甲等 台北市-南區   余遠岫     暴走的青春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潘莉莉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王豪 人類退化論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林子婷 無法逃脫的盲目 中大附屬中壢高中 許雯婷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鄒欣璉 視界真荒唐－攫取與頑抗 復旦高中 張菀真

佳作 臺東縣 邱詩晴 印象TAO 關山工商 廖冠祺

佳作 臺東縣 李宇瞳 超時空的傳承 臺東女中 陳琬瑜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王韻嘉 祈祐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陳玉鈴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邱士軒 古往今來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許國華

佳作 新北市北區 王芷含 一片狹窄的天空 淡水區竹圍高中 葉素靜

佳作 新北市北區 吳欣樺 遊？尋？ 三重區金陵女中 鄭硯如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玟潔 突破 新莊高級中學 張書婷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張兆瑄 逃脫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東區 王亮婷 沉寂的海洋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Millie Lee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趙景弘 破閣，破格 臺南二中 -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許涵維 殘 臺南女中 周亮吟

佳作 宜蘭縣 陳明琦 裂 羅東高中

佳作 彰化縣 黃泓瑋 慕夏的環保使者 彰師附工 陳織

佳作 彰化縣 林萱臻 被遺忘的角落 和美高中 陳逸菁

佳作 高雄市 林知穎 午後陽光 市立三民家商 呂淑珍(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賴雅 優游世界 文藻外語大學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劉晉谷 生機 市立新莊高中 康禎益(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碩吟 風神˙風魔˙大對抗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葉君儀(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耀德 執子之手，擁抱永恆 市立高雄中學 朱正卿(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汪奕萱 黑手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正式)

佳作 台北市-西區   林亮云     裹惡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王瓊惠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吳庭瑜     遊園驚夢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徐瑞昌  

佳作 台北市-東區   藍凱彣     護佑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王瀚賢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陳若瑛     夜之曲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廖吟軒  

佳作 台北市-南區   翁宜霈     慾望與挑戰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吳仁華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蔡晨昱     深秋的幻影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許富鳳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李柔磁     童話病房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郭秀容  

佳作 新竹市 劉書竹 失魂 新竹女中 常業宏

佳作 雲林縣 卓宥琪 刻滿歲月的臉龐 私立正心中學 李益銘

佳作 嘉義縣 林耿君 午后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范文佳

佳作 嘉義市 蔡庭湖 代理人戰爭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江俊毅 When The World End 嘉義高中 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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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中市 吳宏政 始•終 明道中學(高中部) 施家雯

佳作 台中市 張語昕 海海人生 台中二中 張育嘉

佳作 苗栗縣 湯念庭 大地的溫婉 國立苑裡高中 葉欣玟

佳作 苗栗縣 葉承典 生程源本一初 國立大湖農工 鍾玉磬

佳作 屏東縣 陳立庭 慢•漫•游之吟詩的金魚 潮州高中 吳欣芳

佳作 屏東縣 郭東熒 看見大海的聲音 屏東縣陸興高中 謝惠萍

佳作 屏東縣 柯婕俐 時光打鋪 屏東女中 郭蕙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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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南區 許閔婷 鬥魚 復興商工 江健昌

特優 苗栗縣 潘宜禎 崩 國立苑裡高中 許惠茹

優等 台北市-

東區
  李銥璿     苦   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陳良蕙  

優等 台中市 蔡樂 塑造 台中一中 楊振華

甲等 台中市 賴玠宇 浮世金生誌青春 台中一中 楊振華

甲等 新北市南區 鍾歆怡 以管窺兔 復興商工 江健昌

甲等 台北市-

北區
  周冠廷     生命的泉源   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費國鏡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沛萱 懷古思情 復興商工 江健昌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陳佐珍     以牙還牙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薇亘 魚聚百花香 復興商工 江健昌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吳旻 盛夏那年的小鬧劇 平鎮高中 梁佳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簡利芸 兩腳書櫥 平鎮高中 梁佳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朱蒂華 尋「寶」 平鎮高中 梁佳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曾郁庭 face to face 平鎮高中 梁佳玲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陳姿妤 守夜者 平鎮高中 梁佳玲

佳作 臺東縣 廖婕妤 袖手旁觀 臺東女中 陳琬瑜

佳作 臺東縣 莊祐禎 綻放了 臺東女中 陳琬瑜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宋倚恩 戰火下的家園 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鄒松鶴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邱振榮 插秧 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鄒松鶴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張澈 汙染進行曲 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陳沛潔 陣團護爐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陳可羚 籬笆舊識的群像 新北市私立能仁家商 林政安

佳作
臺南市不分

區
邵映慈 我思故我在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林昭安

佳作
臺南市不分

區
蔡沛珍 生命之歌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林昭安

佳作 基隆市 李沛娟 小松鼠的午後時光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謝羽姵

佳作 基隆市 詹宜喬 夜巷 二信高中 陳郁茜

佳作 宜蘭縣 賴以勤 誰殺了知更鳥 宜蘭高中 張玉如

佳作 宜蘭縣 潘昱任 崩裂。重生 宜蘭高商 曾仁義

佳作 高雄市 潘英忠 蘭倚綠木伴驚蟄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正式)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蘇泓睿     震古爍今   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李明彥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陳沛儒     童年   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陳良蕙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梁書寧     躺在蝴蝶海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陳華俊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吳映萱     夢魘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葛嘉源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連雅玲     龜屬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陳敏雄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游宜蓁     what's in your head?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華俊  

佳作 新竹市 傅珮欣 汝 香山高中 張曉筠

佳作 雲林縣 許如毓 探親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衍希

佳作 嘉義市 黃馨 走吧，走吧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江品融 門後的女人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葉怡羚 回歸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台中市 卓毓晴 凝視 豐原高中 朱慧音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佳作 台中市 林德瑋 自由 嶺東中學(高中部) 張多茂

佳作 台中市 李郁萱 蛻變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台中市 蕭沛翎 選擇留下或離開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台中市 陳苡瑄 編。悲歌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台中市 蔡育言 繼青春 台中一中 楊振華

佳作 苗栗縣 王家佑 無名英雄 國立苑裡高中 許惠茹

佳作 苗栗縣 呂孟玹 諾亞方舟之夢 國立苑裡高中 許惠茹

佳作 屏東縣 黃振峰 躁．鬱 國立屏東高中 蔡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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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 傅聖雅 爸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呂燕卿

特優 新竹市 吳宥萱 理想與現實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呂燕卿

優等 新竹市　 張辰安 胸腔之塔 玄奘大學 王振泰

優等 臺南市 曾新蕙 古樹迷宮 國立台南大學
高實王

行
甲等 臺北市 楊婷宇 chaos 臺北市立大學 楊紋瑜

甲等 臺北市 王怡心 現代病 臺北市立大學 林雪卿

甲等 台南市 莊子嫻 狩獵者的回眸 長榮大學 黃銘祝

佳作 新北市 張育雅 愛在那裡 臺灣藝術大學 梅丁衍

佳作 臺南市 古汝翹 水境 國立台南大學 高實王行

佳作 臺北市 章芯瑜 冷與暖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

校區
無

佳作 臺北市 鍾惠雯 monitoring 臺北市立大學 林雪卿

佳作 臺北市 陳盈媜 虛/實 臺北市立大學 林雪卿

佳作 桃園市 呂宜庭 玄夜 銘傳大學 馮承芝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6

總計 13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邱聖仁 悟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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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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