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縣 黃家渝 默默耕耘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無

特優 臺北市
Jeannie Yu

游翔鈞
海岸的美與愁 台北歐洲學校 無

優等 基隆市 陳宥榛 浩。渺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葉芳伶

優等 新竹縣 范瑀芯 靜謐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蔡菻秝

甲等 新北市 廖彥凱 歲月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康思敏

甲等 新竹市 李若寧 心靈停泊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劉宇桓

甲等 宜蘭縣 廖翌辰 憩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黃孟樵

佳作 宜蘭縣 陳彥竹 水果阿嬤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游喬昕 日常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高慈涵 誰知壯士生存心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黃凌萱

佳作 新竹縣 劉律妤 功成身退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國中部 范承澤

佳作 新竹縣 廖筱晴 曾經的回憶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鍾和熙 光與影的對話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苗栗縣 讓可昀 甜蜜蜜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鄭敏君

佳作 苗栗縣 陳妤婕 傳藝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國中部 林嘉雯

佳作 彰化縣 許閔茜 辛苦的爺爺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玫妢

佳作 臺東縣 石勛安 排灣三寶 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 宋貞治

佳作 花蓮縣 林于琦 慶魚年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李宸葳 黃昏時分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陳怜縈

佳作 基隆市 于友友 我們的世界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林鈺鳳

佳作 新竹市 彭唯慈 午時靜巷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詹玉霜

佳作 新竹市 彭和音 爬寵之愛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陳以晴 東市晨景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邱苡嘉 芹壁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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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宥鈞 外星人的植物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蘇盈蓁

佳作 臺中市 賴盈蓁 漁村的角落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孟明

佳作 金門縣 李佳郁 轉角的柑仔店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吳宏軍

佳作 新北市 張芷萱 〈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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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昀臻 退休機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劉又榕

佳作 新北市 陳羽綺 街景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陳俊光

佳作 新北市 羅以嫻 聽見大海的悲鳴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賴胤汝

佳作 新北市 文詠綺 糾纏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余宛儒

佳作 新北市 劉尚宜 下一站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國中部
無

佳作 新北市 温子榕 歸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高暄甯 希望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林麗娟

佳作 桃園市 呂思瑩 期待 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黃宏宇 辛勤的漁港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彭喻歆

佳作 臺北市 陳禹彤 每日殷勤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李昇洋

佳作 臺北市 張詠情 灑落光陰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李坤玲

佳作 臺北市 蔡佳恩 庭院一隅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宋明律

佳作 臺北市 黃千翡 影的尋覓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張譯禪

佳作 臺北市 劉家綺 午後辛勞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葉宥辰 閒暇盛夏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劉耘安 日常裡的閒情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施淑卿

佳作 臺北市 張嫚芳 光伴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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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柔

Molly Wang
芭以姆 （外婆）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顏維萱

Valerie
後疫時代-心靈空間 台北美國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魏仲雲

Jasper Wei
陣頭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

中等學校國中部
廖先怡

佳作 臺北市 葉彥妤 朝活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國中部 張卓立

佳作 臺南市 蔡芸柔 清晨的魚市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臺南市 李昊穎 在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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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妼穎 歸途 臺南市永康區鹽行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李婕瑜 紛擾的世界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吳秀媚 無拘無束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國中普通班組得獎名單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市 陳宥蓁 世界一隅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陳孟澤

特優 嘉義市 林千愛 絕居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優等 臺南市 吳昱澄 雨後街景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郭俊佑

優等 臺北市 陳許嫕旭 追憶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甲等 桃園市 黃芷榆 夜歸少女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游雯珍

甲等 新竹市 劉沛蓁 Yesterday Once More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陳孟澤

甲等 臺北市 高沛歆 瞬時的瑰麗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黃念儒 靜謐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陳韋立

佳作 新竹縣 賴建勛 小巷慢活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周品毅 舊港記事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鄒孜妍 Rainy Night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苗栗縣 陳尚寬 城市景觀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古義宗

佳作 雲林縣 高瀚廷 居家隔離之奇想記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邱立心

佳作 雲林縣 詹子昀 習冠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怡文

佳作 雲林縣 蕭亦茗 餘暉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代用) 程美鳳

佳作 嘉義縣 廖睿謙 貪婪之島(Greed lsland)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陳香秀

佳作 嘉義縣 黃珈蓁 廚房的戰士團隊們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蔡孟餘

佳作 屏東縣 蔣祐薰 夜晚市集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宛萱

佳作 屏東縣 楊阜諺 驛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邱麗君

佳作 臺東縣 林禹辰 捕捉永恆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李平和

佳作 臺東縣 林海寧 宅男 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 張伶宇

佳作 基隆市 陳炘 基隆意象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基隆市 施易卉 無題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國中部 無

佳作 新竹市 陳學洋 「心」的方向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陳孟澤

佳作 新竹市 呂學宥 思謬過往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許品靚 專注一隅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陳孟澤

佳作 嘉義市 黃奕程 城光印象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佳作 高雄市 宋恩瑜 祈禱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顏瑛慧

佳作 高雄市 洪柏森 房間的一角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張巧娟

佳作 高雄市 盧之嬅 祈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林君玲

佳作 臺中市 張芛寧 藝次元之夢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劉淑菁

佳作 臺中市 楊媛喬 快樂老「玩」家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臺中市 陳奕儒 歲月寶藏，人間璀璨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王穗芬

佳作 新北市 張鈞甯 脫困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鄭謹德

佳作 新北市 王薇軫 浩劫重生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桃園市 彭紹綸 生命的挑戰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傅熙舜

佳作 桃園市 鍾禾雅 靜享時光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游雯珍

佳作 桃園市 鄭宇晴 炫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許妙馨

佳作 桃園市 朴恩妤 回鄉的路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游雯珍

佳作 臺北市 陳彥瑜 阿公的卡打掐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呂定宸 悠遊製杮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蘇子維 天光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吳政治

佳作 臺北市 張齊祐 困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臺北市 郭芊函 華燈初上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春宇 時間的流逝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陳醞 人生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臺北市 王立媛 工‧勞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童采婕

佳作 臺北市 簡允絜 時間穿梭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楊子逸

佳作 臺南市 吳宥緯 生活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陳宥睿 燈下的辛勞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郭承權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3

總計 50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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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許菡倪 老鐵馬與那樹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無

特優 桃園市 呂紹赫 日常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周運順

優等 宜蘭縣 黃昰學 親子遊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許耿瑋

優等 新竹市 張仲宇 現代化的反思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無

甲等 新竹市 何姵穎 再一次的深思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無

甲等 臺中市 張書淇 淚雨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黃孟明

甲等 臺南市 鄭姵婕 矇矓
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

學
林奕嘉

佳作 宜蘭縣 陳詩穎 出發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郭讚典

佳作 宜蘭縣 林姮萱 童想時光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縣 郭旻晏 古厝下的豔陽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駱佳慧

佳作 新竹縣 林瑀涵 船塢邊的悠然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盧貞慧

佳作 新竹縣

邱寶萱

Sofia Bao-

Xuan Chiu

死亡與重生 Death and

Rebirth
新竹縣康乃薾美國學校

Tamas

Szvet

佳作 苗栗縣 陳盈慈 映像之美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楊琮龍

佳作 苗栗縣 彭珈恩 港灣雨後 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林湘閔

佳作 彰化縣 蔡宇涵 更新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黃貞瑋

佳作 彰化縣 李庭禎 風調雨順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雲林縣 謝承佑 一曲紅塵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鄭仲婷

佳作 屏東縣 鄭宇涵 聲琴齊奏，響遏行雲。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基隆市 蔣函妤 科技凋零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孟令珧 默思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蔡英志

佳作 新竹市 黃冠云 廢氣，廢器，癈泣！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藍慧禎

佳作 新竹市 許恩慈 一隅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王宇欣 「整」救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嘉義市 陳致穎 生命鏈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蕭毓頻

佳作 高雄市 徐敏媛 如魚得水悠然自得 立志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立志高級中學 陳君如

佳作 高雄市 曾又昕 雨夜沉溺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吳家宜 抑聲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張鳳庭

佳作 高雄市 黃禾庭 我想媽媽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莊惠甯

佳作 高雄市 吳亞築 今日與往昔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中市 賴語軒 幻變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黃孟明

佳作 臺中市 徐顥銓 審視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謝璿蓁

佳作 臺中市 陳宥薰 DiSTANce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中市 李宇恬 後來的我們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吳清川

佳作 新北市 張芸褆 墓前釋義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吳秀倫

佳作 新北市 楊絜伊 大自然的衝擊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

高級中等學校
貢嘉慧

佳作 新北市 蘇柏綸 遨游夢想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湛富有

佳作 新北市 吳松鴻 生命之錨定時空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張騰煜

佳作 新北市 林大可 憶起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 羅欣芃 祈望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桃園市 林詠晴 歲月的斑駁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北市 林芷彤 最後的寧靜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無

佳作 臺北市 詹宇宸  「愴」世紀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蔡如盈

佳作 臺北市 陳彥均 凝結一刻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楊雲如

佳作 臺北市 楊子姮 舊。街仔巷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林峻賢

佳作 臺北市 鄭允妍 回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龍信 歲月下的瑰麗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楊昕穎 噤聲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何奕萱

Irene Ho
永遠的名字 台北美國學校

Michelle

Kao

佳作 臺北市 曾加丞 穿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林晏竹

佳作 臺南市 夏婕綾 愛你的100種方式 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南市 唐灝楨 鏡中影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陳韻如

佳作 臺南市 蕭鈺霖 遠方的思念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盧一誠

佳作 臺南市 柯若瑀 在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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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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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黃媜 溫室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特優 臺南市 王姿婷 一個地球不能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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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基隆市 張宜謙 文明的代價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陳品宏

優等 新北市 鄭道可 不屬於我的世界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歐紹合

甲等 桃園市 吳定洋 城市之間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陳美萍

甲等 新北市 姚伊娜 最愛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連明仁

甲等 臺北市 余沛娣 何去何從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宜蘭縣 黃鼎瑞 暖色系的片刻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吳詩柔

佳作 新竹縣 鍾玟庭 疫境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蔡玟怡

佳作 新竹縣 黃柔瑄 「政」災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魏崇安

佳作 苗栗縣 陳姸予 Charging Handle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黃柏文

佳作 苗栗縣 彭彩憶 光陰伴歲月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謝宜靜

佳作 彰化縣 施虹瑄 心·傷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相青蘭

佳作 彰化縣 林煜傛 奇蹟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陳德頤

佳作 彰化縣 郭宸妤 草叢裡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羅睿琳

佳作 彰化縣 楊絜茹 憂藍城市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陳德頤

佳作 雲林縣 王識涵 桎梏的青春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花蓮縣 巫采樺 荒野的呼喚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陳書敏

佳作 基隆市 吳羽宸 怎辦！我確診了！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陳佑甄 靜默反戰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無

佳作 新竹市 黃于倢 企盼和平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孫若寧 長存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嘉義市 吳昀珍 戲弄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洪苙忻 沉沒時光與未知世外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無

佳作 高雄市 郭昱汝 泊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張恭誌

佳作 高雄市 林柏廷 窺視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謝欣蘋

佳作 臺中市 趙翊岑 漫漫的酉時城市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賴彥岐

佳作 臺中市 謝安婷 我與我們的故事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邱燕君

佳作 臺中市 范庭軒 縈盼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臺中市 黃宥慈 刺蝟效應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楊振華

佳作 臺中市 藍立緁 查無此人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臺中市 黃尊律 創作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新北市 曹林芊 祈盼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連明仁

佳作 新北市 林詩語 護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林嘉文

佳作 桃園市 丁翊恩 正向負像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陳建榮

佳作 臺北市 林育慈 櫥窗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邱逸民

佳作 臺北市 焦沁 禁錮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鄧仁川

佳作 臺北市 簡妤倢 歸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鄧仁川

佳作 臺北市 周柏廷 逝去的曾經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鄧仁川

佳作 臺北市 林晏嶢 隔離的寄託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許品婕 防疫破口-眾矢之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鄭于碩 歲月遺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尤羿萱 摧殘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張樹人 世代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臺北市 潘薇晴 時空旅人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何昭慧

佳作 臺南市 郭宴凌 畸人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洪孟芬

佳作 臺南市 楊涵毓 棉花糖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洪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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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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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孔子明 看到魚的想念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王俊盛

特優 花蓮縣 潘宜蓁 倦鳥覓境 國立東華大學 張元俍

優等 臺北市 吳佾芸 等待：拂曉之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蕭美玲

優等 新竹市 李嘉麗 Fragile moon 玄奘大學 簡志嘉

甲等 臺北市 李宗佾 是跟不是 中國文化大學 洪昌穀

甲等 臺中市 陳奕安 獨影 東海大學 許莉青

甲等 臺南市 張子安 《調皮的釋迦摩尼佛》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高雄市 高承揚 懺悔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楊翠華

佳作 臺南市 陳諺紳 生命樹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南市 賴姿妮 物換星移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南市 張曼宣 阿婆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南市 王品橙 願想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臺北市 林煦恩 喘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賴珮瑜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6

總計 1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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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臺中市 李育誠 慈愛 朝陽科技大學 無

優等 新竹市 林宏一 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無

甲等 臺北市 王萱雅 異次元迷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無

優等 2

甲等 1

總計 3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大專非美術系組得獎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