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雲林縣 高承鈺 苦悶 雲林縣土庫鎮土庫國民小學 黃淑梅

特優 新北市 高偉熙 江宿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歐陽欣欣

優等 新北市 林煒珊 齊物論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林沛慈

優等 嘉義縣 卓鈺晴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卓明勳 

甲等 臺中市 王呈洋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方翠禪

甲等 宜蘭縣 楊朵曦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國民小學 林祐兆

甲等 臺中市 陳羿涵 夜坐自嘲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方翠禪

佳作 南投縣 謝煜慶 過南海路植物園看荷有懷 南投縣水里鄉成城國民小學 楊惠如

佳作 南投縣 胡耀豈 讀書 南投縣名間鄉名間國民小學 吳佳慧

佳作 雲林縣 林宜瑤 苦悶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 楊美娟

佳作 雲林縣 陳又瑄 苦悶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曾雅郁

佳作 嘉義縣 簡丞昊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梅山鄉太興國民小學 李嘉翎

佳作 嘉義縣 陳仕祥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民小學 徐綉甄

佳作 嘉義縣 黃信義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民小學 徐綉甄

佳作 屏東縣 楊茂生 苦悶 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屏東縣 陳柔心 苦悶 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 李瑋婷

佳作 臺東縣 張皓翔 詠明妃 臺東縣臺東巿馬蘭國民小學 林素珍

佳作 基隆市 陳天圓 詠水雉 基隆市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蔡昀庭 府城春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民小學 郭政源

佳作 高雄市 王芷妍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陳怡璇

佳作 高雄市 陳宥緁 府城春  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蔡佩珊

佳作 高雄市 孔瑞璿 府城春  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梁惠靜

佳作 高雄市 賴韋宇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張育瑋 夜坐自嘲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 柯潮政

佳作 臺中市 余永濬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蕭媚蓮

佳作 臺中市 劉亦宸 夜坐自嘲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楊麗巧

佳作 臺中市 吳品頤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汪采緹

佳作 臺中市 劉庠樂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吳珮瑄

佳作 臺中市 陳風圻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熊唯甯

佳作 新北市 陳品如 齊物論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黃采瀅

佳作 新北市 吳毓菲 齊物論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吳勝揚

佳作 新北市 洪悅澄 齊物論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林明享

佳作 新北市 何泓鋕 齊物論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黃玟菁

佳作 新北市 楊懿莘 齊物論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謝瑞鳳

佳作 新北市 林子淇 江宿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蘇資喨

佳作 新北市 徐鈺程 江宿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子濬 齊物論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蘇資喨

佳作 新北市 林宥恩 齊物論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吳孟鴻

佳作 新北市 劉彥妤 江宿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楊勢年

佳作 桃園市 陳俞心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陳秀蜜

佳作 桃園市 陳威成 鹿鳴（節錄） 桃園市蘆竹區新莊國民小學 邱瑛婷

佳作 桃園市 楊雨昕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蔣智丞 晚晴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吳佳玲

佳作 臺北市 周函湘 齊物論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黃惠嫆

佳作 臺北市 葉又綺 晚晴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蔡承恩 晚晴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

部
梁廷杰

佳作 臺南市 陳彥竹 鼓鐘(節錄) 臺南市新市區新巿國民小學 田月婷

佳作 臺南市 蘇可剛 鼓鐘(節錄) 臺南市新市區新巿國民小學 陳玉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1

總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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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龔于瑩 齊物論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陳艶瑜

特優 新北市 魏以晴 齊物論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林明享

優等 高雄市 沈妍庭 府城春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莊淑芬

優等 臺中市 陳奐言 夜坐自嘲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郭秀芬

甲等 新北市 蔡宗晏 齊物論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黃玟菁

甲等 屏東縣 楊順何 苦悶 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 黃珮寧

甲等 新北市 吳柏翰 齊物論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王烈邦

佳作 宜蘭縣 吳昀書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游祥珉

佳作 苗栗縣 黃詣宸 明月皎夜光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國民小學 郭明哲

佳作 苗栗縣 陳玟羽 明月皎夜光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國民小學 李重嶢

佳作 彰化縣 吳孟芸 晚晴 彰化縣秀水鄉明正國民小學 許士凱

佳作 南投縣 許晏寧 過南海路植物園看荷有懷 南投縣南投市南投國民小學 林佩萱

佳作 南投縣 李侑熹 過南海路植物園看荷有懷 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小學 高玉芬

佳作 南投縣 洪子妍 過南海路植物園看荷有懷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邱正偉

佳作 南投縣 蕭臣毅 過南海路植物園看荷有懷 南投縣集集鎮永昌國民小學 楊惠如

佳作 雲林縣 廖苡彤 苦悶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古安榆

佳作 雲林縣 張雅喬 苦悶 雲林縣莿桐鄉育仁國民小學 王偉音

佳作 雲林縣 林郁祐 苦悶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林意惠

佳作 雲林縣 黃子紘 府城春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林揚偉

佳作 雲林縣 林奕學 苦悶 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 林揚偉

佳作 嘉義縣 徐怡真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胡光倩

佳作 嘉義縣 張祐晨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民小學 吳培禎

佳作 嘉義縣 卓鈺甯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蕭蒂雯

佳作 屏東縣 邱治齊 苦悶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劉冠吾

佳作 嘉義市 蔡昊學 夜釣 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 曾秀鳳

佳作 嘉義市 蔡宇婷 夜釣 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 黃寬裕

佳作 高雄市 曾培軒 府城春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國民小學 凌培穎

佳作 高雄市 陳星締 府城春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黃愛婷

佳作 高雄市 許紘睿 府城春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 黃子玲

佳作 高雄市 阮筱媃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 周承萱

佳作 高雄市 林孟瀚 府城春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蘇美英

佳作 高雄市 劉怡琛 府城春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 張景富

佳作 臺中市 曹宸瑋 夜坐自嘲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方翠禪

佳作 臺中市 林煜軒 夜坐自嘲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 許葉鳴

佳作 臺中市 陳螢箴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 陳嘉谷

佳作 臺中市 蔡宗諺 過林語堂故居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田時杰

佳作 臺中市 張紫怡 夜坐自嘲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陳采勤

佳作 新北市 李祐名 齊物論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王烈邦

佳作 新北市 黃瀞嫻 齊物論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王香雲

佳作 新北市 邱苡綺 齊物論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林明享

佳作 新北市 許方喻 齊物論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駱約如

佳作 新北市 陳品蓉 江宿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李采凌 江宿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張麗蓮

佳作 桃園市 蔡毓晴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 徐千惠

佳作 桃園市 查仁皓 鹿鳴（節錄）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國民小學 楊璿蓓

佳作 桃園市 莊雅媛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許建民

佳作 桃園市 吳濬碩 鹿鳴（節錄）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國小部
詹雯琦

佳作 桃園市 李沛鴻 鹿鳴（節錄）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羅儀婷

佳作 桃園市 吳忻潼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 林思妤

佳作 臺北市 吳苡睫 晚晴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呂俞樺

佳作 臺北市 陳英倫 齊物論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黃蘭婷

佳作 臺南市 孫歆綺 鼓鐘(節錄) 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 王雅麗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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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縣 邵楷晴 新城道中 二首之一(節錄)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香君

特優 臺中市 黃彥晨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卓振生

優等 宜蘭縣 林采葳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林麗鳳

優等 高雄市 陳祉瑄 府城春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宋國華

甲等 屏東縣 蕭鼎秝 苦悶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子秀

甲等 彰化縣 劉籽均 晚晴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蘇義斌

甲等 南投縣 吳忠翰 齊物論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林大鈞

佳作 宜蘭縣 吳可人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立三星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賴可兒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林喬文

佳作 新竹縣 温龢 別山僧(節錄)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施維寧

佳作 新竹縣 羅禾珈 別山僧(節錄)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陳盈智

佳作 南投縣 蕭筠靜 齊物論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林大鈞

佳作 南投縣 謝鈺璇 雜感 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學 劉惠麗

佳作 雲林縣 曾妍霏 鼓鐘 雲林縣立土庫國民中學 顏嘉瑩

佳作 雲林縣 林柏均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林雅文

佳作 雲林縣 張成伶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黃芳儀

佳作 嘉義縣 王郁甯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嘉義縣 葉昀霏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嘉義縣 吳瑞文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花蓮縣 曾欣喬 有木詩五首其二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陳天芸 詠水雉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陳秉銨 府城春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趙秀香

佳作 高雄市 唐蜜 府城春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李慧蓉

佳作 高雄市 陳湘允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李宗翰

佳作 高雄市 薛伊涵 府城春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潘志偉

佳作 高雄市 顏鵬修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朱汶斌

佳作 臺中市 李紀羲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蔡小涵

佳作 臺中市 唐子期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林靖如

佳作 臺中市 蔡善宇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余俊儀

佳作 新北市 許恩瑄 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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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玳瑜 齊物論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陳韻涵

佳作 新北市 孫振曦 齊物論
辭修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

高級中學國中部
胡瑞祥

佳作 新北市 黃湘芸 江宿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張薏玫

佳作 新北市 何曜宇 齊物論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諶 齊物論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詹昀翰 搗煉子  深院靜
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

中等學校國中部
張菀真

佳作 桃園市 詹子謙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施羿辰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邱淑媛

佳作 桃園市 葉劉旂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駱月女

佳作 桃園市 謝勻溱 鹿鳴（節錄）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沈栩安

佳作 桃園市 李宜祐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于永輝

佳作 桃園市 葉劉謙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蔡佳潔 有木詩五首其三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游雅蘭

佳作 臺北市 郭佳華 有木詩五首其三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羅鴻雁

佳作 臺北市 張智鈞 有木詩五首其三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

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朱芷儀

佳作 臺北市 夏新 有木詩五首其三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

部
羅月卿

佳作 臺北市 蔡家光 搗煉子 深院靜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陳建樺

佳作 臺北市
紀東曜 Ji

Joshua
有木詩五首其三 台北美國學校

高詩涵

Sheu,

Angela

佳作 臺北市 吳韋廷 有木詩五首其三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黃千榕

佳作 臺北市 林庭安 搗煉子 深院靜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顏芳靖

佳作 臺南市 林姵妤 苦悶 臺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呂佳玲

佳作 臺南市 林柏妤 苦悶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蔡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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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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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 黃子容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怡文

特優 高雄市 許東澤 竹枝詞(節錄)  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 蔡俊平

優等 雲林縣 張惟瑩 詠水雉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陳良財

優等 臺中市 蔡依宸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圭堂

甲等 嘉義縣 王鼎臻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陳如萍

甲等 桃園市 黃筱棋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金世芬

甲等 雲林縣 蘇宥勻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蔡清和

佳作 宜蘭縣 黃曉柔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許芮寧 明月皎夜光(節錄)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林洛生 竹枝詞(節錄)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張淨紜 竹枝詞(節錄)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黃睿穎 別山僧(節錄)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趙世雄

佳作 新竹縣 江宥均 別山僧(節錄)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張于萍

佳作 苗栗縣 李勻妦 過林語堂故居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沛晴

佳作 彰化縣 楊宸羽 別山僧節錄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林宗曆

佳作 彰化縣 巫媁靜 別山僧節錄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佳作 彰化縣 林芯卉 晚晴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廖恆彰

佳作 南投縣 吳宇倢 齊物論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胡乃韻

佳作 雲林縣 黃富楷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蔡清和

佳作 雲林縣 曾泳馨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張晏慈

佳作 雲林縣 蘇峯逸 與友人乘船遊 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 賴怡亘

佳作 嘉義縣 蔡宜芳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康綉專

佳作 嘉義縣 林宥儒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吳雅琳

佳作 嘉義縣 賴妍蓁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康綉專

佳作 嘉義縣 賴芊蓁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康綉專

佳作 嘉義縣 蔡孟學 與友人乘船遊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佳均

佳作 屏東縣 蔣祐薰 苦悶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宛萱

佳作 屏東縣 許茗捷 苦悶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林耀宗

佳作 臺東縣 陳立展 鼓鐘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黃彥珣 新城道中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江柏賢

佳作 高雄市 林鉉宸 府城春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簡子婷 府城春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鄧先揮

佳作 臺中市 李昀珊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簡嘉誼

佳作 臺中市 呂念潔 夜坐自嘲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吳明佳

佳作 新北市 李品萱 江宿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張孟哲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辜烱郁

佳作 桃園市 林畇辰 鹿鳴(節錄)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金世芬

佳作 桃園市 陳柏叡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林美菁

佳作 桃園市 李沛璇 搗煉子 深院靜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陳柏宇

佳作 臺北市 郭佳瑀 齊物論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愉悅 齊物論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王立媛 齊物論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王薀涵 苦悶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吳幸芳 苦悶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7

總計 4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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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龔子妤 立槳(節錄)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施嫦理

特優 高雄市 阮詩晴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無

優等 彰化縣 湛凱婷 遊貓空杏花林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鄭禮勳

優等 臺中市 楊翊詮 超然臺記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薛儒修

甲等 苗栗縣 陳翰緯 萍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鄭閔鴻

甲等 嘉義市 呂宥誼 超然臺記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無

甲等 苗栗縣 葉映辰 萍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陳儀樺

佳作 宜蘭縣 林沁瑩 滬尾礮臺懷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吳佩蓉

佳作 彰化縣 梁芷瑄 遊貓空杏花林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鄭禮勳

佳作 南投縣 林千雅 秋水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黃松富

佳作 嘉義縣 許瀞勻 滬尾礮臺懷古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縣 陳昱安 滬尾礮臺懷古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屏東縣 龔卉心 立槳(節錄)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戴如峰

佳作 嘉義市 劉宥希 超然臺記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武以耕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黃保荐

佳作 高雄市 王佰裙 過林語堂故居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瑞芬

佳作 高雄市 王淳禧 過林語堂故居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蔡晴穎

佳作 高雄市 蔣佾臻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蔡慧馨

佳作 高雄市 郭宇恩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王家慧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莊金盆

佳作 高雄市 郭昱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沈妍家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林芳惠

佳作 高雄市 鄭伊倫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童梅芳

佳作 高雄市 蕭晴伃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徐子媛 超然臺記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雷言夏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映粼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

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鮑其麟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黃瀅珈

佳作 新北市 林妤璇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陳勇男

佳作 新北市 吳松鴻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張騰煜

佳作 桃園市 廖唯彤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林愷淇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梁愷益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昀昀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王瀚賢

佳作 臺北市 歐友倫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朱文正

佳作 臺北市 林子心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俐文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呂茌慧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柯碧惠

佳作 臺北市 陳辰宣 立槳(節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范舒涵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林士傑 過年(節錄)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賴勇達

佳作 臺南市 吳宜秦 過年(節錄)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賴勇達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5

總計 42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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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呂淇安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陳立中

特優 高雄市 孫偉庭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彭曼君

優等 臺北市 鄞振軒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優等 新北市 林藝欣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張品慈

甲等 高雄市 鄭伊珊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瑋婷

甲等 臺中市 謝宛彤 春陰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無

甲等 高雄市 楊頤瑾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鄭公勛

佳作 宜蘭縣 張立蓁 滬尾礮臺懷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苗栗縣 黃睿彥 萍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鍾政岳

佳作 雲林縣 孫昀翎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曾文揚 超然臺記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張鈞榕 超然臺記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黃彥修 超然臺記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李偉伶 超然臺記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吳承翰

佳作 嘉義市 吳昀珍 夜雨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巴鈊妮 過林語堂故居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吳書丞

佳作 高雄市 黃品蓁 過林語堂故居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吳書丞

佳作 高雄市 郭益興 過林語堂故居  高雄市鼓山高級中學 朱俊勳

佳作 高雄市 蔡萇恩 有木詩五首其二(節錄)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傅雲英

佳作 新北市 劉芓嫀 詠蔗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邱品瑜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徐嘉䨧

佳作 桃園市 彭楷茵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吳佳慧

佳作 桃園市 徐雨婕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王聖云 詠芭蕉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陳志淵

佳作 桃園市 朱芷欣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陳志淵

佳作 桃園市 吳予妍 明月皎夜光（節錄）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陳志淵

佳作 臺北市 周渝展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許糴凡

佳作 臺北市 王宥淇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溫慶昇

佳作 臺北市 曾晨 夜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周敏歆 立槳(節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許弘侑 立槳(節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許芙瑋 立槳(節錄)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臺南市 鄭丞硯 秋水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七年一貫)
王文德

佳作 臺南市 吳宛芝 秋水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7

總計 3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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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 謝羽甯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東華大學 廖慶華

特優 新北市 馬振庭 遊基隆偶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蔡介騰

優等 臺南市 黃冠瑜 三槐堂銘(節錄) 長榮大學 江柏萱

優等 臺南市 王靖淇 遊基隆偶興 長榮大學 江柏萱

甲等 臺南市 林湘蓁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臺南大學 紀冠地

甲等 臺北市 李儀柔 遊基隆偶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佳作 0

總計 6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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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盧佑宜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臺灣大學 無

特優 臺北市 黃奕璇 三槐堂銘(節錄) 國防醫學院 陳冠如

優等 高雄市 廖佑晨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高雄大學 無

優等 彰化縣 黃韻錡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無

甲等 臺北市 萬冠輝 三槐堂銘(節錄) 銘傳大學 駱明春

甲等 嘉義縣 張佳薇 遊基隆偶興 國立中正大學 無

甲等 臺東縣 陳枻安 三槐堂銘(節錄) 國立臺東大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蔡采宸 遊基隆偶興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張詠 三槐堂銘(節錄) 東吳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

總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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