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嘉義市 溫柏銓 籃球明星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蕭嘉木

特優 新北市 蘇紹掄 古蹟巡禮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 呂依芳

優等 新北市 陳威諭 失望的海底觀光 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 無

優等 新北市 李亭葳 書的異想世界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陳苾文

甲等 嘉義市 陳心貝 五彩繽紛的鸚鵡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蕭嘉木

甲等 臺中市 陳昀希 浮水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郭秉勳

甲等 彰化縣 吳亭妤 地毯上的貓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蔡璧如

佳作 宜蘭縣 李雨柔 惱人的英文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木水

佳作 宜蘭縣 邱羽彤 在剪頭髮的阿嬤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吳沁瑾 我與大樹爺爺的擁抱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顧乃思

佳作 苗栗縣 李韋辰 海裡探險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國民小學 鄭龍騰

佳作 苗栗縣 謝芮忻 深入大海 苗栗縣通霄鎮通霄國民小學 許桂娟

佳作 苗栗縣 李承真 疫情後的自由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國民小學 王秀婉

佳作 彰化縣 林沛璇 藝想天開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賴仲彥

佳作 彰化縣 楊智媛 彩繪油紙傘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王薆茵

佳作 彰化縣 蕭盈瑀 星空下的貓頭鷹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王薆茵

佳作 南投縣 蔡怡如 黑嘴端鳳頭燕鷗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 賴碧瑩

佳作 雲林縣 林靖書 看見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國民小學 蘇恆儀

佳作 嘉義縣 王晴薇 大隊接力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民小學 高慧玲

佳作 嘉義縣 張璇亦 我家貓咪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民小學 高慧玲

佳作 臺東縣 劉昕澄 花開了 臺東縣臺東巿南王國民小學 周坤成

佳作 花蓮縣 吳紫瑄 斑馬草上飛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丁若芸

佳作 新竹市 卓彥汝 玩水的時刻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顏宇謙 重機擂台賽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楊蕙菁

佳作 新竹市 黃千瑀 哭泣的北極熊 新竹市東區陽光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林沛君 少女的鯨奇世界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王怡淳

佳作 高雄市 王怡荃 美麗的排灣公主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鐘碧瑩

佳作 高雄市 郭恩齊 可怕的蟑螂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高曰芳

佳作 臺中市 謝喬安 夏日樂曲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陳勁豪

佳作 臺中市 李佑宸 大海龜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王馨蓮

佳作 臺中市 王奕涵 哇!恐龍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王馨蓮

佳作 臺中市 陳逸芙 表演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王馨蓮

佳作 金門縣 蔡紫榆 尋找風獅爺 金門縣金湖鎮多年國民小學 余宛錡

佳作 新北市 林霈璇 阿嬤的幸福時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范以玲

佳作 新北市 林瑜立 海邊的戰鬥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蘇亭霏 我的小貓咪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劉一霖

佳作 新北市 蔡予晴 摘柿子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林怡如

佳作 新北市 盧宥廷 門神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盧佳俞 我喜歡的跑步比賽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凱莉

佳作 桃園市 楊雨涵 我是小小森林保育員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陳帛雋 車站裡的火車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廖宥嘉 3D虛擬遊戲機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 章懷逸

佳作 桃園市 劉沐恩 跳舞的小怪物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 林立晨

佳作 臺北市 許令昀 元宵搓湯圓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奚藻華

佳作 臺北市 黃沛楷 打鐵 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 蕭惠文

佳作 臺北市 郭羿寧 童年的甜蜜滋味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蔡金樺

佳作 臺北市 顏浩芯 喝了陌生飲料的愛麗絲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林炘誼

佳作 臺北市 蔡承翰 最愛和你賴一起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鄢寧 戲遊大王蓮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

心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
李佩珊

佳作 臺北市 黃睿宇 扇形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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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羽彤 舞動原民樂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呂滋益

佳作 臺南市 陳柏齡 春雨綿綿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學 張秀如

佳作 臺南市 陳禹頲 玩夾娃娃機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賴明享

佳作 臺南市 林宸妃 歡快的魯凱族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楊承愷 舞龍舞獅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林廷諺 甲蟲觀察趣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 陳容芯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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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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語棠 廟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

學部
林佳民

特優 新北市 王苡宣 遨遊書海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無

優等 臺北市 黃永淇 綠色的未來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周盈妙

優等 臺中市 張湛詣 海龜別哭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 陳惠娟

甲等 桃園市 林軒佑 樹梢上的藍鵲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張馨仁

甲等 臺中市 黃冠豪 八家將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邱蘭芬

甲等 臺南市 滕若廷 美麗的校園 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民小學 胡秀珠

佳作 宜蘭縣 游立宣 蛻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李康碩 夜晚中的貓頭鷹 宜蘭縣羅東鎮竹林國民小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何映璇 褐林鴞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佩璇

佳作 宜蘭縣 吳品萱 Help Me！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苗栗縣 陳良愷 石虎列車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張柚蓁

佳作 彰化縣 黃詠婕 護士阿姨加油！一起去打怪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陳映伶

佳作 南投縣 金怡亭 搶鏡頭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國民小學 呂家賢

佳作 雲林縣 陳彥樺 好想出去玩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 李品融

佳作 嘉義縣 簡薇芯 不甘心吃草的羊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國民小學 劉惠婷

佳作 嘉義縣 蔡沛紜 曬柿餅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吳英秀

佳作 屏東縣 王俞雅 大公雞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王靜怡

佳作 屏東縣 洪申宇 呷西瓜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 張丹旻

佳作 屏東縣 林沛璇 釣魚趣 屏東縣屏東巿民和國民小學 許修維

佳作 臺東縣 陳可捷 綠之國度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國民小學 周坤成

佳作 澎湖縣 陳庠睿 通梁古榕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民小學 鄭宇翔

佳作 基隆市 顏克橋 大魚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民小學 林辛儒

佳作 基隆市 龍欣怡 急凍小卷 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 吳愷翎

佳作 新竹市 黃千語 自相殘殺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程婉婷

佳作 新竹市 陳妗昀 這是什麼世界?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葉王盛

佳作 高雄市 翁丞寬 綠能開源,一起節流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 朱慧純

佳作 高雄市 曾笠湘 回憶舊時光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黃宥晴 雨天大合唱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林敬喬 森林探險趣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附

設國小
許亦芃

佳作 高雄市 胡祐睿 「醫」雄累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學 李佩儒

佳作 高雄市 陳瑩家 親情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呂孟穎

佳作 臺中市 洪彩綸 弟弟吃海膽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吳景輝

佳作 臺中市 劉易霏 原民風情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王馨蓮

佳作 臺中市 王奕淨 蟑螂嘜走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陳易村

佳作 臺中市 蔡丞洋 食物鏈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 楊鳳儀

佳作 新北市 游千卉 研究昆蟲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陳怡儒

佳作 新北市 劉子儀 怪物樂園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陳怡儒

佳作 新北市 陳又瑄 石虎的眼淚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蔡宗翰

佳作 新北市 李品瑄 理髮廳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王子維

佳作 新北市 王芷妍 操偶人生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吳英慧

佳作 新北市 蔡知妍 夜市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羅明峰 貓頭鷹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吳柏霆 楚漢之爭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許旭毅

佳作 新北市 陳芷盈 竹編技藝傳承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林琬蓉

佳作 桃園市 陳品妍 天空中的海底世界 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民小學 郭怡瑩

佳作 桃園市 曾盈姍 豐收的背後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羅丰廷

佳作 桃園市 楊柏諭 紋面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民小學 邱美君

佳作 臺北市 吳睿庭 八家將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宥維 狗來了!快跑啊!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余欣怡

佳作 臺北市 林沛瑜 喵～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方芊雯

佳作 臺北市 王照永 建築工人 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戴依岑

佳作 臺南市 許廷綸 2022世界盃足球賽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學 林淑芬

佳作 臺南市 陳允瑄 石虎之森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林品嫻 花朵上的蜜蜂 臺南市下營區下營國民小學 黃哲暉

佳作 臺南市 曾紘宥 和石虎來杯下午茶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吳欣蓁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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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雲林縣 陳咏妍 團結合作對抗暴力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特優 臺北市 王照權 空氣汙染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譯禪

優等 桃園市 王睿辰 三峽老街 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 林慧君

優等 臺北市 賴彤岑 穿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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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新北市 綻放 自由 新北市立豐珠中學 江佳盈

甲等 臺北市 游書瑋 牽腸掛肚
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

興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林盈賢

甲等 新北市 劉語芯 櫥窗裡的精靈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宜蘭縣 林淮仁 留一片地給石虎吧!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賴美惠

佳作 宜蘭縣 徐鈺涵 悠閒時光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朱尹正 魘 新竹縣立華山國民中學 李惠容

佳作 新竹縣 楊芹儀 閱讀讓我看見世界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張秀絹

佳作 苗栗縣 洪睿辰 柿季豐收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邱聖仁

佳作 彰化縣 劉秉鈞 人生 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張秉謙 世界和平 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雲林縣 林榆恩 廟宇一隅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純平

佳作 雲林縣 吳辰沛 月光悄悄來襲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吳泓叡 “疫”網打盡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冠瑩

佳作 雲林縣 廖毅承 難掩的悲慟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屏東縣 徐誠軒 內埔風情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澎湖縣 潘晴 蓮想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張毓凌

佳作 新竹市 范家瑜 因汙染，而逃亡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李其蓁 針車的阿嬤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黃䕒寭

佳作 嘉義市 陳恩晞 夏夜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林玉英

佳作 高雄市 羅定翔 浮光掠影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

明誠高級中學國中部
蔡文評

佳作 高雄市 王品程 豐收季節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 王博靖

佳作 高雄市 郭宜蓁 窗內．窗外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鄭淑心

佳作 高雄市 孫琼越 無情戰火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謝秀鳳

佳作 高雄市 林書暄
「罷」凌、啊…..別再說

了！！！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謝秀鳳

佳作 高雄市 潘珩昕 排灣聚會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莊子萱 疫遊未盡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沈良宜

佳作 臺中市 洪亞芸 採夢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國中部 楊意美

佳作 臺中市 蕭學寓 「非」魚季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莫昍霖

佳作 臺中市 李弈叡 柴香柿溢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國中部 孫菀嬬

佳作 臺中市 吳鈺善 疫情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宋貴晶

佳作 連江縣 劉禮愔 螃蟹打架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 鄭雅芬

佳作 新北市 楊子湄 FREEDOM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張詠程 在逝去的時間 啟航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吳浩崴 囝囡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幸儀 皮囊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丘辰安 憂鬱的追分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林軒頡 都市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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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嘉恬

佳作 新北市 廖哲霆 龍柱雕琢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陳俊光

佳作 新北市 李宜恩 孤獨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智怡

佳作 新北市 李振齊 歲月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國中部 廖智怡

佳作 桃園市 林欣穎 咖啡豆血汗VS公平貿易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施金豆

佳作 桃園市 徐苡恩 文明的代價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鄧曉如

佳作 臺北市 邱天朗 綠色穿越科技狂想 台北恩慈美國學校 楊紋瑜

佳作 臺北市 鄭采凌 求學之旅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徐婕珉

佳作 臺北市 何宥瑢 遠距教學一場夢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張婷宜

佳作 臺北市 陳思言 窒息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羅月卿

佳作 臺北市

余睿謙

Charlotte

Yu

死亡塵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謝楹霈 勿睜眼髮廊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簡鴻瑩

佳作 臺南市 黃士榮 夢想 臺南市立後壁國民中學 簡芷瑩

佳作 臺南市 石浩群 美食台灣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 廖悅君 種田 臺南市立後壁國民中學 簡芷瑩

佳作 臺南市 郭承瑄 漫遊街坊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9

總計 56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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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霖 最鱟的藍血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莊雍和

特優 宜蘭縣 陳黃夷 木偶的移動城堡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黃郁雯

優等 宜蘭縣 吳倍槙 罩.煩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惠菊

優等 苗栗縣 卜名穎 原之生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邱聖仁

甲等 桃園市 施承利 市場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宋威遠

甲等 高雄市 甘子愉 時空．印記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無

甲等 高雄市 洪聖翔 磺火捕魚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蕭宇暘 變疫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陳韋立

佳作 宜蘭縣 蕭詠韓 街角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潘勁瑞

佳作 新竹縣 陳郁涵 神秘樓梯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張于萍

佳作 苗栗縣 陳建宇 別再來「垃」!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沛晴

佳作 苗栗縣 呂翎瑀 獵奇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邱聖仁

佳作 苗栗縣 梁詠捷 烏托邦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邱聖仁

佳作 彰化縣 林昱廷 時間流逝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國中部 徐章通

佳作 南投縣 游欣霓 共舞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黃惠君

佳作 南投縣 蔡宓妘 叫賣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南投縣 黃姿媛 兔巢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雲林縣 蔡康檥 重生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劉恩睿 變調的童年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游梅香

佳作 雲林縣 陳子嫻 用刀寫下達悟族勇士的歌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雲林縣 劉渝婕 羅密歐與茱麗葉!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梁玉枝

佳作 屏東縣 尤翊丞 線製限制 · 有線無限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佳締

佳作 屏東縣 潘宥庭 一體兩面 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 陳柏倫

佳作 屏東縣 鄭郁軒 生態「塑」命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佳締

佳作 花蓮縣 李偉誠 回家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林家瑜

佳作 基隆市 徐盈禎 心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佳慧

佳作 基隆市 王瑀樂 還給海洋生物一個家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佳慧

佳作 新竹市 陳箴愛 As you wish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李蕙希 貓・頭・鷹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林淑鈴

佳作 嘉義市 何豫一 雕刻的歲月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張語彤

佳作 高雄市 曾詩琁 國色天香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邱鈺芳

佳作 高雄市 黃敏軒 疫 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 湯凱鈞

佳作 高雄市 程詩庭 櫻花樹下的祈禱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邱鈺芳

佳作 臺中市 呂采庭 海底佛國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楊博鈞

佳作 臺中市 廖若涵 做鼓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楊博鈞

佳作 臺中市 張媁媗 悲傷蒙娜麗莎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郭乙婷

佳作 臺中市 陳加和 平安奶嘴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秋燕

佳作 臺中市 林寬淇 元宇宙幻象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呂文珊

佳作 臺中市 陳昀熙 藍腹鷴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施品萱 美食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莊雍和

佳作 桃園市 湯堯鈞 海洋的歌聲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吳坤憲

佳作 桃園市 李佳明 貓頭鷹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郭美吟

佳作 桃園市 陳歆媛 取代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 陳素景

佳作 臺北市 李苡萱 光陰似箭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臺北市 林愉悅 花與貓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蔡孟桓

佳作 臺南市 黃永至 現代的樣貌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 鄭棋勻 地球危機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佳作 臺南市 黃蘘淇 遠「趣」教學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葉宇喬 沉迷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黃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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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碩彥 夢之河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

級中學
無

特優 臺北市 鍾承諺 桃花源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玲

優等 新北市 陳漢軒 躲貓貓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顏子晉

優等 苗栗縣 張凱勛 ThisPersonDoesNotExist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邱聖仁

甲等 新北市 佳年 糾結：誘惑與勸告 新北市立豐珠中學 江佳盈

甲等 臺北市 張文馨 拾級而上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元俍

甲等 桃園市 彭楷棋 畫室午後的素描練習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許雯婷

佳作 宜蘭縣 莊鈞鈞 無法承載的淚水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

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宜蘭縣 陳昱妘 顧眄視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徐才婷 生命的禮讚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宜蘭縣 羅云芮 變調的家園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新竹縣 朱文玉 寵滿人生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駱佳慧

佳作 苗栗縣 蔡棋安 尋初．百變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邱聖仁

佳作 苗栗縣 梁筱妮 無塑新生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林佳誼

佳作 彰化縣 郭美岑 流言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雲林縣 程郁琇 根基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廖定詳

佳作 屏東縣 井淯瑄 思維失語
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

級中學
謝惠萍

佳作 嘉義市 黃廷翰 即使負重仍努力綻放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李淑娟

佳作 臺中市 鄭宇岑 win??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李定蒼

佳作 臺中市 高家優 陌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新北市 曼曼 不屬於我的地方 新北市立豐珠中學 江佳盈

佳作 新北市 林靜 迷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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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禹辰 消逝的青春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張雅婷

佳作 新北市 周昕潼 濾野纖蹤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王紫姸 秋意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立宏 比翼連枝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元俍

佳作 臺北市 吳品嫻 一將功成萬骨枯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思彣

佳作 臺北市
劉向倢LIU,

XIANG-JIE
童畫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許富鳳

佳作 臺北市 彭心儀 生生不息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魏利庭

佳作 臺北市 吳昕潔 時殆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佳容

佳作 臺北市 陳俞安 提線日常下的悲歌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羅夢婷

佳作 臺北市 鄭湘霖 未來世界元宇宙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朱晶明

佳作 臺北市 廖佩玉 夏天的聲音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臺南市 鄭冠儀 下午茶圓舞曲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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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洪峻偉 島嶼記憶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許育菁

特優 新北市 黃娣容 貪玩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得誠

優等 新北市 陳乃瑄 上升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王淑禎

優等 桃園市 張抒叡 囹圄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劉子平

甲等 新北市 黃詩涵 流年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得誠

甲等 臺中市 謝宛彤 以我之名：忄生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甲等 屏東縣 郭庭妤 00.11.XX.XY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許育菁

佳作 宜蘭縣 馮裕偉 機械生活-1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吳思婷 擁擠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鄭雯蔚

佳作 苗栗縣 黃睿彥 戲棚裡的魔術師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林佳誼

佳作 苗栗縣 陳泳希 組織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林佳誼

佳作 屏東縣 徐書瑋 失衡的地平線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許育菁

佳作 臺東縣 吳昀蓁 達悟勇士的航洋曲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宋佳璇

佳作 臺東縣 陳綺安 動物的悲鳴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宋佳璇

佳作 基隆市 林雨諠 台下十年功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

級中學
陳良蕙

佳作 基隆市 林沛儀 迷途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

級中學
陳良蕙

佳作 高雄市 凃品琪 山裡的菇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黃敏哲

佳作 高雄市 薛瑞鎂 內心世界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黃敏哲

佳作 高雄市 曾筠筠 菇骸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黃敏哲

佳作 高雄市 林千郁 囚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施美莉

佳作 高雄市 程畇榛 要和平，不要侵略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沈冠伶

佳作 臺中市 粘雅茵 盼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林柏翰

佳作 臺中市 施薰淇 合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臺中市 林靖婕 束縛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臺中市 楊欣穎 只是多了口罩和酒精而已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臺中市 童敬原 阿薩茲勒的山羊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新北市 李欣芸 重繪「視」界
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

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林政安

佳作 新北市 蔡愷霖 戰火煙硝後的警思
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

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林政安

佳作 新北市 廖俊翔 renascent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得誠

佳作 新北市 盧郁璇 受傷的心
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

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許耀方

佳作 桃園市 司庭宇 如果在教室，一個人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彭楷茵 阿公的口哨聲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吳佳慧

佳作 桃園市 謝曄萱 仲夏夜裡的悲劇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劉子平

佳作 桃園市 陳羿妏 悲傷逆流成河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洪梵育 瓶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 黃昱幃

佳作 臺北市 陳琦青 遨遊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臺北市 杜侑耘 噬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臺北市 黃尹柔 Insomnia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佳作 臺北市 薛伊芯 desire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臺北市 沈衣芳 甦醒-逆流的時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洪莉婷  詭譎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劉鎮南

佳作 臺南市 盧侑莙 海洋悲歌
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

華高級中學
王耀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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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王苡婷 文化鏈結 東海大學 無

特優 臺北市 陳玟潔 Dobb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無

優等 屏東縣 陳玟妁
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

夢
國立屏東大學 無

優等 臺南市 吳妤萱 戰火異界 長榮大學 陳典懋

甲等 臺北市 陳宥叡 戰爭悲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無

甲等 新竹市 陳以珊 巴別塔 玄奘大學 劉信義

甲等 臺中市 莊鈞翔 等待母親的孩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無

佳作 彰化縣 徐廷 外食主義 大葉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

總計 8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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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廖芸彤 粉碎 朝陽科技大學 林峻葳

特優 1

優等 0

甲等 0

總計 1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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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