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市 洪子璿 到美國看鹿遊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吳怡瑛

特優 嘉義市 莊騰紳 貓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李佳芳

優等 臺南市 王品涵 阿嬤的烤山豬 臺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胡嘉倫

優等 彰化縣 周思璇 我們在家玩遊戲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王薆茵

甲等 臺南市 陳品岑 關子嶺甕仔雞 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 楊蕙如

甲等 新北市 洪可庭 豐收菇菇村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凱莉

甲等 彰化縣 陳郁喬 變色龍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林晉任

佳作 宜蘭縣 吳秉璇 紅目鰱 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鍾承佑 狐獴家族 新竹縣竹東鎮大同國民小學 吳鳳珠

佳作 苗栗縣 鄭育丞 綠島潛水趣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莊秀汎

佳作 苗栗縣 陳騏睿 大將軍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 黃品菁

佳作 彰化縣 蕭盈瑀 滿月下的貓頭鷹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王薆茵

佳作 彰化縣 謝沅廷 秋天的螃蟹大餐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國民小學 尤景正

佳作 南投縣 林永和 慶豐收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 林麗馨

佳作 雲林縣 林昕磊 全民防疫做伙來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詹凱翔

佳作 嘉義縣 黃彥蓉 阿里山小火車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何志晃

佳作 嘉義縣 楊懿琪 電力搶修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王蕾瑩

佳作 嘉義縣 葉子瑜 開動啦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王蕾瑩

佳作 屏東縣 林羽芯 一騎遊日月潭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王雅伶

佳作 屏東縣 王唯宸 香火鼎盛 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屏東縣 廖禹翔 防疫門神一起來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謝昀儒

佳作 臺東縣 王繹福 八家將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國民小學 劉欣亞

佳作 基隆市 李岱融 勤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陳舒怡 母愛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國民小學 呂雅菁

佳作 嘉義市 黃恩典 美麗的鴨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高玉娟

佳作 高雄市 李沅翰 祈福法會 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李美慧

佳作 高雄市 吳宛倫 搶救海洋大作戰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張曉菁

佳作 高雄市 蔣詠臣 忙碌的工地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蘇建榮

佳作 高雄市 王歆斐 歡喜慶豐收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林君潔

佳作 臺中市 曾品諺 粒粒皆辛苦 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王奕勛 午覺時光 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張家綺 有趣的鑽鑽樂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 林垣圻

佳作 臺中市 張庭瑄 窗外 臺中市后里區七星國民小學 侯修聖

佳作 臺中市 陳采縈 我的下課時間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柯美文

佳作 新北市 林士鈞 海上的遺世珍珠-拼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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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念臻 阿嬤家採絲瓜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丁昶欽 藍曬真好玩 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 李曉蘭

佳作 新北市 蔡晴羽 失火了！快逃~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郭炎煌

佳作 新北市 金紹宸 疫起開戰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陳品言 松蝶花舞，好森動！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邱采靖 豐收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 李冠瑩

佳作 臺北市 黃柏翔 石虎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曹歆彗 泛舟趣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阮宜婷

佳作 臺北市 區鎧駿 踢足球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林炘誼

佳作 臺北市 王俊儒 勤洗手做好防疫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

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陳麗如

佳作 臺北市 雷秉澄 抓昆蟲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璽元

佳作 臺北市 藍心妤 疫後齊團聚，邀我至田家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劉振寰

佳作 臺北市 蘇媛琋 戲劇任我行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呂滋益

佳作 臺北市 黃士芸 逗貓趣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呂滋益

佳作 臺北市 吳佳嬡 客家藍染
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

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陳以貞

佳作 臺北市 周芷安 泰雅織美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吳翊楷 挖馬路 臺南市善化區善化國民小學 郭雅雯

佳作 臺南市 黃香草 香草的田園時光 臺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吳春慧

佳作 臺南市 劉子瑞 恐龍奇遇記 臺南市新化區口埤實驗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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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呂姿穎

Olivia Lu
一望無際的星空 台北美國學校

Ms.

Stephani

e Lee

特優 臺南市 邱琦宥 逗趣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林彥志

優等 臺中市 賴子涵 藍染文創商店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 管世弘

優等 臺北市

范芸婕

Effie

Yun-Chieh

Fan

見證達悟—核殤之奔 台北歐洲學校 無

甲等 新北市 吳宥臻 熱鬧的夜市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郭炎煌

甲等 南投縣 陳守宥 苦中作樂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林大森

甲等 屏東縣 林品妘 蘋安喜樂 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 鄭惠碧

佳作 宜蘭縣 陳杉綺 祝大魚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羅睿鴻 海洋之淚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湯金鍊

佳作 新竹縣 羅珮芯 一念之間,筏向何方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洪于涵

佳作 苗栗縣 鍾昀芯 豬肉攤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張柚蓁

佳作 彰化縣 黃以蒔 阿嬤的復古旗袍店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呂淑靖

佳作 彰化縣 楊倢 夜市美食滷味攤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陳誠志

佳作 南投縣 顏僑萱 瘋狂動物園 南投縣名間鄉名間國民小學 詹小蘭

佳作 雲林縣 吳璨伶 尋蹤覓跡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劉家芳

佳作 嘉義縣 黃千懿 祥獅獻瑞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馮麗娟

佳作 嘉義縣 李芸禾 遊玩世界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 林其鋒

佳作 屏東縣 曾媺勛 修鞋匠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王孟真

佳作 屏東縣 方顗甄 燈藝工作室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 黃偉菖

佳作 花蓮縣 林名媛 學校生活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吳偉玲

佳作 澎湖縣 張簡卉媚 廟口的石獅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民小學 鄭宇翔

佳作 澎湖縣 莊宥芊 絕地求生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呂金波

佳作 基隆市 賴愷昕 樂遊瓜藤下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張靜安 拓印踏察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

心高級中學國小部
蔣岳達

佳作 基隆市 張齊彧 守護野鳥的老爺爺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國民小學 王韻雅

佳作 新竹市 張翊萱 茶園風光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廖家宜

佳作 嘉義市 羅杏瑄 瘋狂飛車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謝宗霖

佳作 高雄市 何依靜 鳳梨田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朱國良

佳作 高雄市 高怡婷 和諧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國民小學 鄭沛晴

佳作 高雄市 周筠 夢境：貓與鼠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呂孟穎

佳作 臺中市 林秉毅 樹上的大力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李俐瑾

佳作 臺中市 宋冠頡 傳藝耕耘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楊惠卿

佳作 臺中市 賴暄霓 豐年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李俐瑾

佳作 臺中市 陳品希 請不要吵我睡覺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林育斌

佳作 臺中市 葉文朗 大海鬥士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臺中市 鄭翔文 「天啊！金多蝦」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邱蘭芬

佳作 連江縣 朱曉天 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故鄉 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孜淵

佳作 新北市 陳珞寧 憂傷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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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永晴 憶 新北市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 簡秋燕

佳作 新北市 林昊勳 大稻埕憶遊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王世清

佳作 新北市 楊紹汝 骸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 呂振揚

佳作 新北市 曹芷瑜 七爺八爺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賴恩禕 打鐵的人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 董郁蕙

佳作 桃園市 謝沂叡 大溪大囍 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 詹世羽

佳作 臺北市 羅予樂 古老的樂音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建偉

佳作 臺北市 陳柏豪 素描課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林藍婷

佳作 臺北市 李若昕 寵物美容店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陳昱忯

佳作 臺北市 鄧安妍 寧靜的夜晚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羅詩佳

佳作 臺北市 陳盷盷 排灣豐年季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李珈伃 古厝裡的貓樂園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 王瑞華

佳作 臺南市 鄭羽晴 我的媽媽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佘姿慧

佳作 臺南市 張慧心 一輩子的陪伴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傅郁珺

佳作 臺南市 王鈞愷 手機治/致百病？ 臺南市新市區新巿國民小學 黃筱芬

佳作 臺南市 劉彥忻 奇妙的紅綠燈魚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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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陳穎琦 蘭嶼黑潮 台北歐洲學校 無

特優 宜蘭縣 陳宥雯 魚生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林佳玫

優等 臺南市 賴弈銘 「鹽」來；原來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雷雅雲

優等 新北市 歐家瑜 巷陌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陳俊光

甲等 宜蘭縣 張芯瑜 過客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黃孟樵

甲等 宜蘭縣 馮子宸 夢靨之都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賴美惠

甲等 宜蘭縣 林采葳 鮮魚入港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林麗鳳

佳作 宜蘭縣 吳昀蓁 飛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黃聖茹

佳作 宜蘭縣 游曜陽 文明之觴 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李佳宜 博物館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宋勻心 尋古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苗栗縣 邱俐菲 水筆仔意象 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 黃宏文

佳作 苗栗縣 陳俞昕 水墨課 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 張書政

佳作 彰化縣 陳沅宇 角落舊事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嘉義縣 許尹甄 摩肩對語 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 董學武 

佳作 屏東縣 柳詩妤 廢墟裡的孤寂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屏東縣 楊菀渝 人生階梯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梁淑梅

佳作 基隆市 陳宥榛 台灣疫巷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葉芳伶

佳作 基隆市 李宸葳 時光堆積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陳怜縈

佳作 基隆市 于友友 灰色故事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林鈺鳳

佳作 新竹市 李翊菱 面向光明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國中部 呂柏彥

佳作 新竹市 陳羽庭 英雄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詹玉霜

佳作 新竹市 張嘉軒 待續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林玟妍 塑造 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劉婷芳

佳作 嘉義市 凃勻芳 蔭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蔡昕穎 琴游高雄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黃芝勤

佳作 高雄市 朱柏澄 界線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

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孟慈

佳作 臺中市 曾映瑄 幾隻貓?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 黃貴卿

佳作 臺中市 陳稚涵 虎躍疫情去，兔攜幸福來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張雯堯

佳作 金門縣 楊采璇 小憩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吳宏軍

佳作 新北市 張庭瑋 大地之母-祖靈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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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勻邑
50°27’00’’N 030°31

’2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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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慈芸 拾階而上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蘇正順

佳作 新北市 吳星霆 希望之鏡如魚如花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詹立嫙 鏡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傅筠姍 修船的工人們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金楚薰 做燈籠的老先生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張芷瑄 憩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潘柏林 鯨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林菩馨

佳作 臺北市 郭佳華 萌娃們的守護者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吳日仙

佳作 臺北市 蕭宇睿 悠然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中學部 彭欣鈴

佳作 臺北市 黃千翡 犧牲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中學部 張譯禪

佳作 臺北市 吳少祺 倉庫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羅月卿

佳作 臺北市 陳郁璇 「竹」夢踏實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林書璟

佳作 臺北市

黃暐芹

Valerie

Huang

河灣水美，燕口峽谷—疫

情天倫樂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宥云 富饒‧智慧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佳芬

佳作 臺北市 陳柔妘 時間的記憶
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

等學校國中部
廖容瑞

佳作 臺南市 陳樺緯 討海人的希望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克珉

佳作 臺南市 李昊穎 從沒去過巴塞隆納
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

中學國中部
林奕嘉

佳作 臺南市 黃姿菱 「食」趣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蔡淑芬

佳作 臺南市 吳秀媚 飼囝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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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 馬淮宣 蝶戀，天涯何處有芳草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廖恆彰

特優 宜蘭縣 陳農蓀 另一個自己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張俊雄

優等 臺南市 林義翔 流蕩的青春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陳玫蓁

優等 臺北市 柯蘋軒 雞舍一隅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甲等 彰化縣 巫媁靜 離別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甲等 臺南市 陳世峰 被綑住的房子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陳彥吟

甲等 臺中市 李宏甫 濫墾棲地，動物悲泣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宜蘭縣 張庭睿 疫窩瘋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張俊雄

佳作 新竹縣 杜宇詩 災禍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苗栗縣 徐紫芸 面具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劉秀寶

佳作 彰化縣 陳竑瑋 逆境生機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廖恆彰

佳作 彰化縣 劉庭妤 流淌在罐中的自由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佳作 雲林縣 李珮甄 我與未來的我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李浤睿 黑汁白汗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沈美吟

佳作 雲林縣 黃子芸 都市意象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沈美吟

佳作 嘉義縣 嚴巧卉 鄉村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董世歆 

佳作 屏東縣 黃佩勳 菌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楊淑惠

佳作 臺東縣 徐靚卉 深．海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陳亮穎

佳作 基隆市 蘇昱樺 旭日東升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新竹市 陳宥蓁 鯨探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李韋任 之際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江柏賢

佳作 高雄市 甘恩睿
那一片檸檬樹上的紅色葉

子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郭智慧

佳作 高雄市 張縈瀅 悠然麵館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陳健瑩

佳作 高雄市 張喬安 金魚腦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郭智慧

佳作 臺中市 許家綺 豐‧漁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蕭尚杰

佳作 臺中市 陳宥錡 視窗守護者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蕭尚杰

佳作 臺中市 吳尚祐 沈迷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游君如

佳作 臺中市 江映璇 工殪品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顏惠菁

佳作 臺中市 白涵尹 電線工人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江恉珊

佳作 新北市 劉筱喬 步步驚心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程威儒

佳作 新北市 黃思語 雙金夢想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高如君

佳作 新北市 盧玓謙      渴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游慈葦

佳作 新北市 劉萱婷 日 常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游慈葦

佳作 桃園市 林鈺婷 晨起漁市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傅熙舜

佳作 桃園市 朴恩妤 熱鬧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陳柏宇

佳作 臺北市 郭佳瑀 思考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陳許嫕旭 感舊之哀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高培宸 動物悲歌․森林大火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王家笛

佳作 臺北市 陳惟樂 火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王家笛

佳作 臺北市 劉家妤 生生不息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乙樂 小野柳一景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佳作 臺北市 陸苡嘉 逃亡的老人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臺北市 張筆涵 雨過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曜同

佳作 臺北市 簡允絜 江湖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曜同

佳作 臺南市 陳怡蓁 菜園即景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王依晴 選擇、偽裝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陳彥吟

佳作 臺南市 林沛函 灑落與寄情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陳玫蓁

佳作 臺南市 張惠淇 夏季午後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陳玫蓁

佳作 臺南市 黃韋蓁 默默的一群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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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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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林芷彤 暮春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
無

特優 臺南市 莊淳安 春魨･食絮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莊雅淇

優等 臺南市 許菡倪 虎踞龍盤眈眈逐逐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無

優等 新竹縣 陳晏禎 隱謐而蛻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葉人萍

甲等 臺北市 鄧筠穎 韶光荏苒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甲等 新北市 林詩庭 共存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無

甲等 新竹縣

邱寶萱

Sofia

Bao-Xuan

Chiu

浴火重生 Rise from the

ashes
新竹縣康乃薾美國學校

Tamas

Szvet

佳作 宜蘭縣 黃昱掄 保證取物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游斯婷

佳作 宜蘭縣 朱依其 流浪者之歌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郭讚典

佳作 新竹縣 林雨璇 資訊爆炸的時代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曾宜秋

佳作 新竹縣 沈立航 覬覦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劉亞騏

佳作 新竹縣 李馥妤 滿辰光點如星海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邱汝玉

佳作 新竹縣 戴益淵 年代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邱汝玉

佳作 彰化縣 陳宥竹 游垃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陳縈薰 錮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南投縣 陳品頤 旅途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劉素如

佳作 南投縣 李晉豪 傾巢而出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吳振益

佳作 雲林縣 劉祐銜 墮.海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洪雅玫

佳作 臺東縣 吳博翰 凝聚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胡慧瑜

佳作 澎湖縣 邱子庭 土豆彎彎三遍翻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趙德翰 高度社會的背面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周家鈜

佳作 新竹市 鄭彙穎 秋·心簾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余妍安 華燈初上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新竹市 古珮容 蓬萊異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嘉義市 楊峻宇 憶遊阿里山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陳旻瑄 疫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佳靜

佳作 高雄市 劉書維 天地共生息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
吳采穎

佳作 高雄市 孔以諾 熟悉的叫賣哥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吳蓮因 鑼聲響起 高雄市鼓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陳泰裕 聚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黃思萍

佳作 高雄市 蕭維葶 巷仔內的故鄉味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

高級中學
陳孟慈

佳作 臺中市 陳㛄安 傳說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黃孟明

佳作 臺中市 廖晨展 戰爭悲歌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黃孟明

佳作 新北市 劉英儁 聞機起舞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雅婷

佳作 桃園市 楊子毅 追夢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張馨予 沉淪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麥仕能

佳作 臺北市 張巧函 美食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思彣

佳作 臺北市 陳姿璇 秘密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梁康敏

佳作 臺北市 李姿妮 雞飛狗跳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易靖容 瓊懷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楊喬安 靜謐之境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歐書妤 夢中祝禱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黃泳菁 還龜自然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6

總計 4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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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李彤 滄海之願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簡佑任

特優 臺中市 王新穎 惘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朱忠勇

優等 新北市 陳禹豪 成長·歷練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無

優等 臺北市 邱筠匀 渴望自由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許糴凡

甲等 宜蘭縣 潘律禎 崩‧時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李錫岳

甲等 臺中市 陳詩涵 風浪尚未靜止時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朱忠勇

甲等 高雄市 陳柏安 達利是在哈嘍？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吳書丞

佳作 宜蘭縣 馮裕偉 晚遊猨翼山圖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楊馨婷 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陳勝棋

佳作 彰化縣 江承榛 面對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陳麗秋

佳作 彰化縣 張姝利 舞鶴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陳麗秋

佳作 南投縣 蕭靖頤 怡然忘憂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陳子張

佳作 南投縣 陳怡禎 親情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陳子張

佳作 南投縣 張采嫣 孕育厚生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陳子張

佳作 基隆市 陳慶芸 夢回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涂聖群

佳作 基隆市 姜羽倫 秋收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林艾 生生相錯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張子謙 遺落境地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承恩 茁·根生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許壬甄 默認性無助 高雄市鼓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謝媞筠 寄託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邱睿慈 證明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余冠儒 水靈夢土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王庭捷

佳作 臺中市 劉于綸 束 蝶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王庭捷

佳作 臺中市 林昕霈 被框架的防疫年代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陳韜元

佳作 臺中市 朱宜萱 諾亞的人工智慧手術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邱燕君

佳作 臺中市 亢彤云 Dream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朱忠勇

佳作 新北市 蔡睿丞 滅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張品慈

佳作 新北市 姚伊娜 振鷺於飛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賴一豐

佳作 新北市 周瑀軒 讓貓吃不到魚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劉默霖

佳作 新北市 丁楷銘 幻鏡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劉蔚霖

佳作 桃園市 李祐甄 水底舞會
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

級中等學校
楊璦玲

佳作 臺北市 王郁馨 登高必自卑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陳立中

佳作 臺北市 洪子甯 乾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芮安 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儀芳 逝於紅塵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臺北市 許智詠 傳人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臺北市 許芙瑋 堅守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臺南市 陳姮羽 夢迴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吳采穎

佳作 臺南市 黃塏庭 崩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賴政賢 萬劫不復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王依婕 meredith(大海的保衛者)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林威丞

佳作 臺南市 楊侑軒 放！生？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黃琇甄 下一代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陳文靜 何以為家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黃云琦 凌雲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林威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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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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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如萍 守得雲開見月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淑華

特優 新竹市 蕭珮縈 別離。塵囂 國立清華大學 無

優等 新北市 陳禹嘉 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無

優等 臺南市 林  旭 歲月的痕跡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陳香伶

甲等 臺南市 謝惠斐 鄉野悠情 長榮大學 沈政乾

甲等 高雄市 黃秋梅 古剎閒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錦明

甲等 臺南市 麥詩韻 幽林夢境 長榮大學 沈政乾

佳作 新北市 陳佩妤 獨白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維元

佳作 新北市 林玨 芭蕾舞者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陳炳宏

佳作 新北市 陳宥樺 Scan:shooting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無

佳作 嘉義縣  正進 拯救女孩 南華大學 葉宗和

佳作 高雄市 陳銓那 磅礴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何孟穎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5

總計 12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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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 陳彥安 不形於色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潘哲倫

特優 臺北市 黃文荻 原罪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無

甲等 臺南市 張紘瑋 在遙遠國度的摩托車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張峻彬

佳作 高雄市 顏婕伃 文化風華 國立高雄大學 葉天香

特優 2

甲等 1

佳作 1

總計 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