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陳楷叡
遺失的美好，即將消失的

蹦火仔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學 李淑女

特優 臺南市 朱柏靜 偏鄉巡迴醫療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趙培茹

優等 新北市 鄭卉妤 家園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小學部
無

優等 臺北市 李伊蕾 優雅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黃美霓

甲等 高雄市 歐伊庭 百鳥齊鳴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 蕭承敏

甲等 嘉義市 蘇庭誼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勛

甲等 臺北市

黃國峮

James

Guo-Cyun

Huang

台北國際童書展好「舒」

展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

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廖先怡

Vera Liao

佳作 宜蘭縣 林泱瑾 石虎天堂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蕭靖慧

佳作 新竹縣 施柏言 淡水霸主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林美賢

佳作 苗栗縣 黃庭頡 歡迎來我家鄉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國民小學 林明華

佳作 苗栗縣 周宥辰 大腳遊天下 苗栗縣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 宋碧華

佳作 彰化縣 姚凱琍 守護家園 彰化縣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施佩君

佳作 彰化縣 郭典宸 食塑魚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楊惠茵

佳作 彰化縣 林宥佳 「原」夢 彰化縣鹿港鎮洛津國民小學 黃小鳳

佳作 雲林縣 張藝霏 向防疫英雄致敬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張銘龍

佳作 雲林縣 翁悅恩 大開眼＂戒＂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張銘龍

佳作 雲林縣 吳為靚 黑面琵鷺來過冬 雲林縣四湖鄉南光國民小學 蔡秉儒

佳作 花蓮縣 吳沂晅 珊瑚白化了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丁若芸

佳作 澎湖縣 許劭瑀 海龜交朋友 澎湖縣白沙鄉中屯國民小學 林孟凜

佳作 基隆市 章庭娪 荊棘龜途，龜速不歸塑 基隆市七堵區尚仁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紀韞寧
讓宇宙看得見我們~學習海

報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宋珮瑜

佳作 嘉義市 吳秉澤 拯救地球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曾郁芳

佳作 嘉義市 蔡沛穎 瓊漿金液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許秀玲

佳作 高雄市 劉洛言 十二生肖趣味書籤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 林孟萱

佳作 高雄市 謝承佑 參觀花藝展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 張芬蘭

佳作 高雄市 佘祁謙 我愛世界恐龍化石展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盧姿睿 拯救牙齒大作戰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蔡幸君

佳作 臺中市 李之薰 找回珊瑚的顏色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

校小學部
黃孟慧

佳作 臺中市 陳柏汶 見麵會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張月珍

佳作 臺中市 陳采縈 湛藍的生命搖籃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柯美文

佳作 臺中市 陳晞之 疫防萬一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余芷芸

佳作 金門縣 呂宓 尋找風獅爺 金門縣金湖鎮柏村國民小學 莊彩雲

佳作 新北市 林子珅 達悟飛魚季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小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禹彤 冬去春來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小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周辰諺 城巿之森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李昕容 守護傳統花磚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林政緯

佳作 新北市 陳玨維 世紀大發現!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 唐寶穎

佳作 新北市 吳祐霆 前進蘭嶼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呂依芳

佳作 新北市 李彥臻 捏麵趣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呂依芳

佳作 新北市 庄子桐 熱氣球嘉年華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許淑萍

佳作 新北市 王躍勳 拜託戰停一下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品言 農情寶島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蔡知曄 傳統文化-弄獅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李秀娟

佳作 桃園市 戴芯涔 星月夜 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 游柏隆

佳作 臺北市 劉品成 塑膠假水母，走開! 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 吳昱霆

佳作 臺北市 胡瑀霏 如膠似漆 永浴塑河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潘詠晴 海洋浩劫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林欣茹

佳作 臺北市 江卉淇 豐收滿滿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吳佳謀

佳作 臺北市 郭芯妍 彩色玻璃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 徐于婷

佳作 臺南市 沈佳妤 萬聖節狂歡會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趙培茹

佳作 臺南市 呂唯禎 賞鳥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葉雅雯

佳作 臺南市 葉宸維 戰爭 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張恩綺 安平劍獅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黃明雅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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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范凱恩
歡迎來到小琉球 小心注意

離岸流 海龜邀你同暢遊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李知庭

特優 臺北市 陳品橋 迪化街的日常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楊宜璟

優等 臺中市 蔡佳蓁 泰雅織布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顏麗娟

優等 嘉義縣 郭恭愿 今夜來看戲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甲等 高雄市 蔣詠臣 跟著媽祖趣旅行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甲等 臺中市 楊蓓兒 花豹夜未眠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曾竹君

甲等 臺中市 張瑞涵 瘋狂壽司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冉治平

佳作 宜蘭縣 呂文荃 奇「藝」太空-再生藝術展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木水

佳作 宜蘭縣 江展頡 地球暖化現象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廖聿晞 竹藝之美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廖慶昌

佳作 新竹縣 洪翊程 新時代防疫之神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黃乙軒

佳作 苗栗縣 林珈羽 端午節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 戴倩文

佳作 彰化縣 黃子桐 祈願疫情遠離國泰民安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王薆茵

佳作 雲林縣 鄭亦宸 不毒不賭好幸福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陳杏綺

佳作 嘉義縣 陳庠伯 天神來保庇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佳作 屏東縣 王慈妘 原＂石＂之美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王孟真

佳作 澎湖縣 許妍愛 豔冠群芳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 葉懿玲

佳作 基隆市 魏妤靜 草莓季 基隆市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江奕靚 暗光鳥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佳作 高雄市 林綵婕 逗陣弄獅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蔡姵瑜 KAOSHIUNG食在有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林秀敏

佳作 高雄市 王暄潁 按鍵傷人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王誠曄 探索侏羅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林秀敏

佳作 高雄市 黃意純 原民祭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劉妍沁 蟲蟲奇遇記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郭映彣 花獻高雄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林沅鴻 蟲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曾竹君

佳作 臺中市 王崇山 星之森-台灣幻境森林木雕展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李幸真

佳作 臺中市 陳紫沂 解憂雜貨店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顏麗娟

佳作 臺中市 張又昊 綠鬣蜥的悲歌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李幸真

佳作 新北市 吳瑀婕 夜訪小精靈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劉一霖

佳作 新北市 章容榛 賞藍鵲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林玉仙

佳作 新北市 陳印平 廟會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 楊丹富 考古探險營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新北市 黃尹曦 夏日回憶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江淑慧

佳作 桃園市 鄧睿翔 工地交響曲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劉詩萍

佳作 桃園市 黃思緯 城市尋寶趣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劉詩萍

佳作 桃園市 陳羿潔 森生不息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劉詩萍

佳作 桃園市 張珵翔 歡喜農曆七月節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 林立晨

佳作 桃園市 陳品延 別導彈了!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黃伯思

佳作 臺北市 陳岳彤 蛀牙丑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江芳存

佳作 臺北市 孫聿叡 地球快融化了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璽元

佳作 臺南市 吳昀儒 訪秘境-探索森林之美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張簡采昕

佳作 臺南市 蔡佳倪 來趣神農街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李婉萍

佳作 臺南市 王歆茗 比賽開始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謝函彤 金門美酒特產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張簡采昕

佳作 臺南市 林忻璘 全球之旅-後疫情、新旅遊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0

總計 47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中年級組美術班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陳品妍 三月露營生活節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黃資泯

特優 高雄市 鄭雅真 鳥鳴山更幽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陳微岑

優等 高雄市 石哲維 陣頭嘉年華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黃佳瑜

優等 雲林縣 林郁祐 被垃圾巨獸摧毀的家園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林意惠

甲等 連江縣 李昇祐 戰車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翠玲

甲等 新北市 黃瀞嫻 玩｢皮｣過｢影｣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陳靜雯

甲等 高雄市 盧泓睿 走訪剪黏藝術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曹淑婉

佳作 宜蘭縣 林瑞辰 猴羌共鳴!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國民小學 蕭傳宏

佳作 宜蘭縣 陳湲涵 鹿鳴悲歌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林珮怡

佳作 宜蘭縣 游心彤 原來我們都吃毒 宜蘭縣羅東鎮竹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賴洸瀚 頭城老街巡禮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賴承鈺
「O ngangan no niyah自

己的名字」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邱雅茜

佳作 新竹縣 彭鈞瑜 一手掌握 新竹縣竹東鎮竹東國民小學 曾妤蓁

佳作 新竹縣 鄭安晴 未來好，未來號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國民小學 謝靜怡

佳作 彰化縣 賴禹叡 鴻兔大展 彰化縣北斗鎮北斗國民小學 余佳倫

佳作 彰化縣 李孟妍 島嶼織手繽紛台灣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凃秋文

佳作 雲林縣 許菀芸
神來也!?別讓3C綁架您的

視界
雲林縣麥寮鄉麥寮國民小學 李幸憓

佳作 嘉義縣 陳永濬 火燈夜巡~趣抓鬼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謝碧花

佳作 嘉義縣 江宗原 青花瓷特展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謝碧花

佳作 嘉義縣 莊晴媗 獨角仙生態展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民小學 謝碧花

佳作 屏東縣 黃晟恩 飛魚季 屏東縣新園鄉瓦磘國民小學 王怡文

佳作 屏東縣 陳佳荷 重返眷村好時光~勝利星村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陳政宏

佳作 屏東縣 盧奕辰 美麗的彩虹新村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黃琮良

佳作 新竹市 張晏 科技大未來 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學 鍾欣蓉

佳作 新竹市 王睿德 風城踏察趣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李衍韻 船舶特展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葉俊宏

佳作 高雄市 蔡柏緯 殺鯨掠奪，永無龜途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

誠高級中學國小部
黃威宇

佳作 高雄市 黃培真 搞什麼鬼-月曆設計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 吳詩茹

佳作 高雄市 葉家恩 達悟風情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曹淑婉

佳作 高雄市 高于媗 一線之隔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杜冠緯

佳作 臺中市 吳禹澄 一起保護我們的穿山甲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 張書瑋

佳作 臺中市 詹雨芯 做垃圾分類的少女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謝淑珍

佳作 臺中市 阮丞瑒 蟲啟循環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蕭伃真

佳作 臺中市 王柔芷 綁架童年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 陳柳蓉

佳作 新北市 簡子恩 腦內小宇宙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 李姿樺

佳作 新北市 吳安淇 我不是變「圾」龍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張喬惠 我們都生活在台灣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陳柔樺

佳作 新北市 彭存柔 薪火香傳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 范雅婷

佳作 新北市 陳郁昕 國際美食展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張妍妘 奇異昆蟲特展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張伊君

佳作 新北市 趙梓涵 蜥蜴特展 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吳巧萍

佳作 新北市 張育禎 金山磺火捕魚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郭家欣 夢想城市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陳曉薇

佳作 桃園市 蘇睦涵 多肉秘境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學 邱晉昌

佳作 桃園市 鍾昕嬡 愛動之美，共生與共存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學 呂佳容

佳作 桃園市 劉承燁 虎城園遊會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 粘聖鑫

佳作 臺北市 黃渝媗  台灣很多節 好玩一整年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林雅雯

佳作 臺北市 洪千喨 ＂森生＂不息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賈若含

佳作 臺南市 謝采恩 鹽水文化祭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張語汝

佳作 臺南市 陳柔錤 版畫體驗營 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曾秋婷

佳作 臺南市 楊昀晞 滯游‧不自由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陳德晉 動物木雕工藝展 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李盈盈 臺灣‧特有種生態之美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

高級中學國小部
葉小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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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 葉宥沂 還我乾淨海洋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特優 高雄市 劉蓁璦 蚵寮漁村小搖滾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許美蘭

優等 嘉義市 蔡孟汝 蝶舞台灣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優等 嘉義市 張雋永 潛水天堂小琉球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甲等 臺北市 楊壹壹 導盲犬會說話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甲等 新北市 蘇翊絜 磚屬祝福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廖彥慈

甲等 臺中市 賴鋆媜 滿出來的吶喊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鄭賓鴻

佳作 宜蘭縣 林承漢 無家可歸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陳皇維

佳作 宜蘭縣 廖育賢 防疫戰爭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佩璇

佳作 苗栗縣 張哲輔 軍艦展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 戴倩文

佳作 彰化縣 林筠澄 白河蓮花季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呂淑靖

佳作 彰化縣 卓涵芸 森林踩集趣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邱麗玲

佳作 南投縣 黃叙輔 森林流失勿過度開發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李新琦

佳作 雲林縣 陳亮潔 台灣走透透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廖偉鈞

佳作 雲林縣 柯劭臻
＂絢爛的背後 島嶼的悲

傷＂
雲林縣元長鄉元長國民小學 王緯雅

佳作 雲林縣 張筠婕 線上祈福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廖偉鈞

佳作 嘉義縣 翁毓悠 保育視力表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佳作 嘉義縣 劉楷昕 夏遊嘉邑趣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何志晃

佳作 屏東縣 廖于晴 趕走人類，為地球而戰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許修維

佳作 屏東縣 吳昀潔 貓科動物展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王明柔

佳作 屏東縣 吳祥富 童年踢毽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李寶春

佳作 嘉義市 林品秀 傀儡師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秉勳

佳作 高雄市 孫靖惟 臺灣珍有種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李宜芳

佳作 高雄市 謝昌育 百年軌跡特展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洪琨祐

佳作 高雄市 侯妤霏 藝桐遊客家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香如

佳作 高雄市 黃丞妤 高雄風情pa pa go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洪琨祐

佳作 高雄市 黃竑瑋 阿公掌乾坤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洪琨祐

佳作 高雄市 黃光玄 TAIWAN藝遊未盡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羅正傑

佳作 高雄市 洪若緁 原裳織藝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李欣樺

佳作 高雄市 嚴家畇 蛹續生命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呂孟穎

佳作 臺中市 林育瑄 扛住高齡化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楊惠卿

佳作 臺中市 劉易霏 皮影大賞~藝鳴驚人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鐘兆慧

佳作 臺中市 何予然 大自然的魔術師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鐘兆慧

佳作 臺中市 劉子琪 粽香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黃文彥

佳作 新北市 楊采婕 塑誰搞的鬼?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新北市 李品妍 錦繡龍蝦復育計畫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新北市 李佳芸 阿美陶之美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徐嫚吟

佳作 桃園市 黃語潔 難為觀世音菩薩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莊惠怡

佳作 桃園市 張芷瑄 台灣之光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莊惠怡

佳作 桃園市 許新妮 風華絕代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莊惠怡

佳作 桃園市 羅少妤 台灣食斑魚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羅兆鈞

佳作 臺北市 蕭方柔 人類的足跡 海洋的卒跡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葉可唯

佳作 臺南市 謝函岑 西港刈香燒王船-圓滿祈福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吳欣蓁

佳作 臺南市 劉家妤 傘傘發亮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吳保慶

佳作 臺南市 謝詠欣 讓石虎不死虎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國小高年級組美術班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陳虹菱 竹藝生活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陳綺徽

特優 桃園市 宋翊 海廢餐桌
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

中等學校國中部
陳香全

優等 雲林縣 邱詠傑 希望綠界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 吳姿儀

優等 桃園市 謝函芸 復古嘉年華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蔡美如

甲等 臺北市 馮奕瑄 戲夢人生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康莉姿

甲等 新北市 吳裕宸 美綠的家永續抵家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無

甲等 彰化縣 施程詠 失色之綠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柯慧玲

佳作 宜蘭縣 陳姿羽 獻給老師的禮物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張繼琳

佳作 宜蘭縣 藍珮珊 聲浪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惠菊

佳作 宜蘭縣 吳書瑄 我的廟宇點描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張繼琳

佳作 苗栗縣 黃妍臻 有家「龜」不得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邱聖仁

佳作 雲林縣 陳仕勛 瓶中海洋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 吳姿儀

佳作 雲林縣 邱苡菲 掙脫社會偏見的目光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謝旻

佳作 屏東縣 徐誠軒
水火尼的交融，交趾燒手

作研習營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東縣 徐啟恩 我們的新冠地球 臺東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呂詩涵

佳作 基隆市 簡甫丞 人生課本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蕭子頤 想清楚，再留言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許亦忻
Green energy lights up

human life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彭舒渝

佳作 嘉義市 林雨貞 戰爭使物資匱乏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李姍蓉 萌芽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蕭佑儒

佳作 嘉義市 陳恩晞 台灣瑰寶的紅色危機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陳柏安

佳作 高雄市 王可彤 台灣磚吉(花磚設計)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娜娜

佳作 高雄市 曾柏遠 何處惹疫埃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紀姿榕

佳作 高雄市 王尹容 台灣禁忌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娜娜

佳作 臺中市 幸芫芫 泰雅傳說-人神契約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蔡佩君

佳作 臺中市 李岳霖 STOP WAR PLEASE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冠佑

佳作 金門縣 張少銘 蓋出新文化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謝宜庭

佳作 新北市 張綺麗 塑在駭人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蘇正順

佳作 新北市 陳怡樂 藝術線上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

佳作 新北市 許巧庭 戰疫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中學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吳佩臻 滑視代美術課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

佳作 新北市

劉煒瀅

Evelyn

Liu

迷途的候鳥 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定緯 支離破碎的石虎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校中學部
王佳琪

佳作 新北市 姜心雅
誰會稱霸世界？他？她？

它！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校中學部
張浩堂

佳作 新北市 張芯妮 香噴噴的臭豆腐pizza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張惠雯 猴痘危機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黃鈺婷

佳作 新北市 劉泯佑 台NE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陳燕儀

佳作 新北市 賴倚安 因為有你台灣耀眼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 蔡福仁

佳作 臺北市 唐浩喆 動物派對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吳熙

佳作 臺北市 陳咪雅 穿著鎧甲的精靈穿山甲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許淑婷

佳作 臺北市 鄭雅竹 臺起頭來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鄧唯

佳作 臺北市 周宇桉 最後倒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琦豫 懷舊猴桐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臺北市 張永心 血腥的時尚不是時尚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家綺 童年幸福?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

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徐于婷

佳作 臺北市 柯丞鍇 ＂果＂增健康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羅夢婷

佳作 臺北市 林子安 地震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沛羽 生態浩劫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李佳倩

佳作 臺南市 吳怡慧 不留魚，地球無魚 臺南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蘇秀菁

佳作 臺南市 蕭可昀 塑殺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臺南市 王瀅絜 未來在哪裡？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

中學國中部
林靜慧

佳作 臺南市 張翰韙 自由？制由？ 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 游婉婷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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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黃曉柔 負重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吳成琇

特優 基隆市 林其叡 藝想蝶影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優等 高雄市 魏紹恩 Devour噬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無

優等 臺中市 黃若綺 鯨碳之歌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翁靖宣

甲等 桃園市 曾宸瓴 SAVE US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張頌吟

甲等 高雄市 張佑銘 台灣慶典活動圖卡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子儀

甲等 嘉義縣 郭雯欣 「鬱霸」不能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蔡孟娟

佳作 宜蘭縣 楊舒晴 寶島特產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黃雅容

佳作 宜蘭縣 張立昀 非翔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黃雅容

佳作 新竹縣 葉鎬仁 sos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李美芳

佳作 苗栗縣 黃子菱 鯨嘆號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雨涵

佳作 彰化縣 魏綺萱 快篩安全線 病毒不再現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黃雅慧

佳作 雲林縣 蕭亦茗 媒有錯嗎?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韓之楹

佳作 雲林縣 劉芷妘 人生集點趣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韓之楹

佳作 雲林縣 宋碇舒 SAVE LIFES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 吳姿儀

佳作 花蓮縣 林子宸 ONE BULLET ONE LIFE.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林家瑜

佳作 嘉義市 郭于芯 黃斑部危機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吳中濬

佳作 嘉義市 黃奕程 歷史的技術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吳中濬

佳作 高雄市 陳育柔 塑縛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欒玉薇

佳作 高雄市 蕭友友 原素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聖涵 霾歿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子儀

佳作 高雄市 張瀞勻 閱讀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陳采瑩 生命的權益(書籤設計)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張聖慧

佳作 臺中市 陳珏彤 OCEAN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黃瓊儀

佳作 臺中市 胡芷睿 無情酸雨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翁靖宣

佳作 臺中市 林雨琦 我是誰?我在哪?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翁靖宣

佳作 臺中市 黃巧筑 菸菸一息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翁靖宣

佳作 臺中市 劉庭維 傳承驚艷，「手」護台灣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臺中市 黃媺晴 恐怯開頻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采青

佳作 臺中市 朱宣嬡 愛·礙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陳采青

佳作 臺中市 張芷綺 勇敢說不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施旻樺

佳作 新北市 劉宥君 棄不成生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劉綺倫

佳作 新北市 劉哲瑒 菸墨．淹沒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趙漱涵

佳作 新北市 蔡昀頤 遺失的時間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趙漱涵

佳作 新北市 蕭又甄 擁暴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吳靜美

佳作 新北市 彭宥瑄 空汙來襲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溫婉婷

佳作 新北市 王家政 文明的侵襲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蔡欣潔

佳作 桃園市 游喬安 海洋腥市鎮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許妙馨

佳作 臺北市 鄭云耘 暖化危機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施則有 時髦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佑心 城噬風情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冠妤 你的守護，他的生路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李健銘

佳作 臺南市 吳昱澄 魚塑共生．看不見的眼淚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王婉婷

佳作 臺南市 劉芝茜 Earth Day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王建皓

佳作 臺南市 邱筠柔 生存VS生活 我們值得更好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郭俊佑

佳作 臺南市 蔡婉歆 何以為家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張啟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9

總計 46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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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楊皓予 Peace & Love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洪俊源

特優 新竹市 詹昀庭 環與還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優等 臺南市 陳俊邑 【懲惡揚善，看守陰陽】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無

優等 高雄市 吳育妍 peace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無

甲等 臺中市 楊子嫻 能者多勞,不過勞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陳永婕

甲等 新北市 周昕潼 你所選擇的時尚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無

甲等 桃園市 倪承楷 戰停 停戰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宜蘭縣 吳晨安 勿當低頭族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郭讚典

佳作 宜蘭縣 戴聿伶 別讓石虎消失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范淽涵 頻頻削失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郭讚典

佳作 苗栗縣 吳宜庭 珍惜能源，地球永續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詹雅筑

佳作 彰化縣 賴安莛 時光再現‧彰化建築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陳致霖

佳作 彰化縣 蔣仲翔 韻味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南投縣 陳品頤 驚濤害浪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劉素如

佳作 雲林縣 林子稜 信仰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廖定詳

佳作 嘉義縣 洪喨 出。路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林晋寬

佳作 屏東縣 李筠善 草原消逝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吳欣芳

佳作 屏東縣 陳柏叡 戰爭的字義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

中學
李卓烈

佳作 澎湖縣 許庭瑀 反撲-不要再塑了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黃添財

佳作 新竹市 蕭恩霈 疫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余佳紜 危龜建築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鄭喬禎 一定要字愛唷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新竹市 陳柏凱 眲嘸，我還沒瘋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嘉義市 廖哲宏 停止全球暖化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彭舒渝

佳作 嘉義市 邱傑淣 請減少污染,還世界色彩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彭舒渝

佳作 高雄市 朱念筠 KUSO 風調雨順(四大天王)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楊明澤 塑命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張鳳庭

佳作 臺中市 劉證宇 拉普拉斯的惡魔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
無

佳作 臺中市 蔡亦晴粒米雖小猶不易，莫把辛苦當兒戲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戴岳弦

佳作 臺中市 謝國加 快時尚所帶來災變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周宥嫺

佳作 金門縣 陳冠瑋 走入文化金門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張原魁

佳作 新北市 林思佑 樂活一夏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姮甯 五臟俱錢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王佳琪

佳作 新北市 李昀芸 牠們即將被遺忘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鄭如倢 怪美展 Ugly Beauty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黃以雯 Every day is Earh day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許雯婷

佳作 桃園市 古丞均 Bullying Can Kill
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

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黎郁萱 歸「塑」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許雯婷

佳作 桃園市 賴建辰 毒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黎怡妏

佳作 臺北市 林奕丞 Stop Behaviors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賴宛瑜

佳作 臺北市 沈天祥 收據人生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徐晨媛 癮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張素卿

佳作 臺北市 林言儒 惡語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律行 忌口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忠旗

佳作 臺北市 丁盈瑄 差別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傅伯年

佳作 臺南市 丁子修 鬥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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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尉 Gender Equality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陳韻如

佳作 臺南市 潘明緣 貪獄
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

高級中學
蘇惠珍

佳作 臺南市 楊竣任 【沒必要的鬥爭】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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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伍晨妘 taichung city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王建翔

特優 臺北市 趙瑋庭 無魚可補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林紹萍

優等 臺東縣 李沛恩 Who am I ? I am me.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朱文鳳

優等 彰化縣 林彥呈 糧食爭奪戰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張惠婷

甲等 嘉義市 郭子暘 不聲張～繁與簡的無聲交融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黃子宸

甲等 雲林縣 黃瀅蓁 囚職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劉邦祺

甲等 新北市 林靜瑩
最後的淨土The Last Pure

Land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無

佳作 新竹縣 林佳靚 憂鬱,怎麼了？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庭裕

佳作 新竹縣 戴志翰 寄托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陳勝棋

佳作 苗栗縣 劉晉言 台灣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陳欣慧

佳作 苗栗縣 鍾宏明
蘭嶼海洋盃-傳統拼板舟划

船大賽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陳欣慧

佳作 彰化縣 陳睿登 鮪魚食用分佈圖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張惠婷

佳作 南投縣 陳宛怡 蔬適新生活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林碧雲

佳作 屏東縣 楊子俊 核平使者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傅國禎

佳作 屏東縣 傅子軒 鯨奇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傅國禎

佳作 屏東縣 江承安 太陽與風的恩惠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蔡月桂

佳作 臺東縣 林俊佑 當我們「核」在一起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朱文鳳

佳作 花蓮縣 陳思妘 低頭四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張肇容

佳作 基隆市 李承源 電泣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洪敏傑

佳作 新竹市 韓昀樺 夢囈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郭家岑 畜牧驚心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盧金璇

佳作 高雄市 林陞安 WORLD WATER DAY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子芸 毒菇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張欣榮

佳作 高雄市 吳家宜 海角棄號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王月秀

佳作 高雄市 邱怡甄 極救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張欣榮

佳作 高雄市 黃詩淇 消逝文明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張雅慧 隱形殺手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劉芯綾

佳作 臺中市 洪翊庭 你存在的價值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劉佳珈

佳作 臺中市 陳侑欣 侵愛的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劉芯綾

佳作 臺中市 曾子紜 循環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周敬庭

佳作 臺中市 黃宥瑄 驚驗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林行行

佳作 臺中市 曾喬安 "IT'S JUSTＡJOKE"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游彥慈

佳作 新北市 許登富 山林砍伐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陳綵婕

佳作 新北市 王憶瑄 減塑做的好 地球沒煩惱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許得輝

佳作 新北市 陳玫亘 嗜機如命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賴政安

佳作 新北市 林品妤 停車方塊，你來試試看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賴政安

佳作 新北市 施妤蓁 你浪費他飢餓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賴政安

佳作 桃園市 李世傑 糖衣炸彈
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

高級中等學校
顏子欽

佳作 桃園市 黃汝億 Please wear a mask
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

聲高級中等學校
郭姿杏

佳作 桃園市 廖先奇 當「袋」時尚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楊蕙綾

佳作 臺北市 賴苡心 拯救生命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溫婉伶

佳作 臺北市 陳昭勤 數位搖頭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溫婉伶

佳作 臺北市 楊鈞童 名畫也防疫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溫婉伶

佳作 臺北市 陳序安
公平與正義？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林姿伶

佳作 臺北市 周群恩 趕盡鯊絕/纏食鯨吞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林紹萍

佳作 臺北市 黃千育 身不魷己/鯊身之禍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林紹萍

佳作 臺南市 廖平安 新生·再生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七年一貫)
陳香伶

佳作 臺南市 鄭璦薰 病毒vs人類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潘乃禎 無聲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依伶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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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張峰嘉 保護鯨魚,拒絕捕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賴珮瑜

特優 新竹市 莊承儒 「女權」還是「女拳」 玄奘大學 于敏玲

優等 臺中市 陳慈恩 輪船漏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優等 臺南市 鐘子欣 你所看到的？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
王文德

甲等 臺中市 王曼倪 糧食危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甲等 宜蘭縣 曾予婕 職場升遷機會檢查表 佛光大學 郭文馨

甲等 高雄市 吳安芝 人間失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陳梓安 彌捕 佛光大學 郭文馨

佳作 宜蘭縣 湯彝澤 訛 佛光大學 郭文馨

佳作 宜蘭縣 張瓏璇 園林 佛光大學 郭文馨

佳作 宜蘭縣 薛立暘
在染血刀中映射飛出的和

平之鴿
佛光大學 曾淑娟

佳作 臺北市 蔡辰鈞 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廷宜

佳作 新竹市 蘇灝瑩 花非花 玄奘大學 張邑丞

佳作 臺北市 鄭佳傑 不要成為手機的囚徒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
林欣怡

佳作 臺中市 江家汶 別讓毒品囚禁一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周欣俞 伐性之斧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劉宜芳 save paper save life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徐安頤 販賣人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許珮慈 反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江政龍 動物盜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佳作 臺中市 賴柏全 反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羅光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4

總計 21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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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楊子毅 少少 中原大學 無

特優 高雄市 黃湘容 女性平權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優等 臺北市 王萱雅
人師?!還給孩子安全的學

習環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無

優等 新北市 林可霓 愛牠就不要Color牠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甲等 新北市 黃柏勳 給妳更多的“愛＂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甲等 新北市 蔡芷瑜 停止婦女暴力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甲等 新北市 李苡瑄 暴力之愛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佳作 新北市 游程稀 性暴力的惡夢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佳作 新北市 吳雅琪 網路霸凌的殺傷力 明志科技大學 楊朝明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

總計 9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