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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戴吟輿 阿嬤教我縫花傘   64
特優 林芝韻 神氣的家將   65
優等 蔡芳恩 參觀戲偶展   66
優等 楊文嘉 暑假遊傳藝   67
甲等 羅浩倫 參觀畢卡索展   68
甲等 陳明煜 彩燈迎好運   69
甲等 李富翔 海洋館   70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郭豐瑜 倒帶的老火車   73
特優 彭鈺峯 救救流浪狗   74
優等 尹繶婷 過往人生   75
優等 劉增鴻 芹壁山城   76
優等 鍾雁容 憩   77
甲等 陸靖芸 相機•回憶   78
甲等 游俐瑩 賣魚的老太太   79
甲等 周梓萱 當我們疊在一起   80
甲等 陳岳鋒 黃昏的市集   81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白詠馨 囚禁的樂章   82
特優 葉時亞 走過   83
優等 蔡依晨 歲月．時光   84
優等 江菩瑩 港灣   85
甲等 林又蕾 青蚵嫂   86
甲等 許瑋庭 8/2的下午   87
甲等 戴子翔 阿公的打鐵鋪   88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林霈萱 靈魂足跡   89
特優 羅佳柔 癮料   90
優等 鄧尹媜 何處是我家   91  
優等 陳彥蓉 片刻   92
優等 盧佳均 守護的力量   93  
甲等 王世宇 兒嬉   94
甲等 羅悅容 寧靜   95
甲等 陳   曦 聖馬可的幻想   96
甲等 林臻宥 北國初冬   97

得獎名單

繪畫類

西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吳文譯 拜拜   36
特優 鍾佳彤 表演紙偶戲   37
優等 潘柏鎮 吃龍蝦火鍋   38
優等 丁家茂 看牙醫 39
甲等 陳俊宇 恐龍大亂鬥   40
甲等 邱鈺婷 搭天鵝船真好玩   41
甲等 許安妤 在門神前拜拜   42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喻紫綺 摘香蕉   43
特優 曹絜苓 元宵遶境   44
優等 許修銘 哇!好多的甲蟲喔！  45
優等 林祁杉 觀賞清明上河圖   46
甲等 廖子賢 快樂的卡拉OK之夜   47
甲等 詹家宜 有趣的傀儡戲   48
甲等 朱恩立 做陶土   49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鄭   昀 釣魚樂趣多   50
特優 王暐婷 玉米田大豐收   51
優等 陳宥銘 五福臨門畫燈籠   52
優等 李佳璇 懷念   53
甲等 李宜恩 剝筍子   54
甲等 胡冠潁 刺繡   55
甲等 楊之涵 香蕉收成   5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陳湙諳 廟會活動─踩高蹺   57
特優 柯姿琳 傀儡戲   58
優等 張綺紋 嬉戲林梢   59
優等 張晏慈 逛市場   60
甲等 林家萱 夜市人生   61
甲等 鄭可彤 戲•偶   62   
甲等 朱易晨 都市叢林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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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王琮澤 沉、影   98
特優 魏筱儒 凝   99
優等 董十行 思   100
優等 盧郁婕 千錘百鍊的人生   101
甲等 周元媛 双   102
甲等 杜信穎 港都逆旅   103
甲等 陳佳鈺 咾咕石後的紅色大門   104

大專美術系

特優 邱雅雯 地下水道   105
優等 陳昱凱 平行空間   106
優等 王家威 深在我心   107
甲等 楊佑籲 勇往直前   108
甲等 林玟均 冥想   109
甲等 郭安妮 祖厝的牽絆   110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李奕憲 森之物語   111
甲等 陳重鈞 新星之光   112
甲等 鄭仲涵 祈福   113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徐萱庭 創意氣球大賽   116
特優 林巧晏 煙火節   117
優等 机瑋潔 森林保育   118
優等 彭靖淵 健康彈珠台   119
甲等 黃愷言 愛牠請別帶走牠—海洋保育海報設計   120
甲等 許芃葳 海報設計—有家「鮭」不得？    121
甲等 連   晨 郵票設計   122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張舒晴 不紙這樣   123
特優 陳柏均 高雄一級棒（畫中畫）   124
優等 吳以綸 台灣偶戲節   125
優等 羅芷婕 蒲公英的故事   126
甲等 藍中崑 危險！請遠離   127
甲等 陳亭妤 屏東F4水果特賣會   128
甲等 方思琦 新虎姑婆   129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侯佩萱 美麗臺灣   130  
特優 辛康華 臺灣原住民祭典文化海報設計   131
優等 黃詩涵 廟口美食大車拼   132
優等 張勤耘 厝邊做伙來開講   133
甲等 江穎倫 月曆設計（六月風景）  134
甲等 林佳玟 物種悲歌   135
甲等 張迦維 誰比北極熊強壯？   136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蔡哲儒 舞動原住民的傳說海報   137
特優 戴顯驊 飛魚季   138
優等 劉安霓 賞鳥季   139
優等 李曜庭 踩風高雄．自在敖遊   140
甲等 邱奕豪 台南鹽水烽炮   141
甲等 陳芃言 兒童的傳統藝術展演海報設計   142
甲等 王威翔 原住民話劇海報   143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林其燁 世界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144
特優 李欣儒 舞女   145
優等 邱法雅 衝出自己的色彩   146
優等 徐胤豪 臺灣民俗技藝—郵票設計   147
甲等 蔡易儒 爭奇鬥艷   148
甲等 謝靜萱 當科技遇到自然   149
甲等 林   瑢 MY WATCH創意設計   15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王宥証 哀傷的地球小姐正煩惱著…   151
特優 陳郁盛 從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   152
優等 龔照峻 不朽的悲劇   153
優等 林妏憶 各行各業   154
甲等 郭語喬 Ups Or Downs﹖   155 
甲等 吳中濬 森林是物種的家   156
甲等 徐孟琪 FASHION WAR   15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李宜欣 台灣蕉傲   158
特優 徐維駿 良禽擇？而棲   159
優等 林鈺媗   慢性自殺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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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陳奕婷 為牠與我們留點空間   161
甲等 廖玉茹 同心援   162
甲等 王國瑋 覆巢無完卵   163
甲等 梁廷毓 BOOKWORM   16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鄭琪馨 關懷受虐兒   165  
特優 楊   笛 成仙？成佛？  166
優等 鄭文柔 你捨得嗎   167
優等 溫文涵   性侵害系列海報—保護篇、強迫篇   168 
甲等 簡瀚威   安全入套，最為上道   169  
甲等 李季蓉 華麗的醜陋   170
甲等 周   彤 皮開肉綻   171

大專美術系組

優等 陳郁雯 非死不可   172
甲等 楊宇恩 企不成生/極待救援   173
甲等 陳子芸 地球資源你我他   174 

大專非美術系組

甲等 劉軒旻 打破砂鍋問到底   175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蔡睿麗 工作中的阿嬤   178
特優 劉玟輝 街頭藝人   179
優等 廖書賢 貓的美夢   180
優等 郭尚融 秋蟹正甜   181
甲等 呂岱陽 豐收   182
甲等 劉冠瑜 看牙醫   183
甲等 許華羚 菜市場   184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施泓丞 編竹人家   185
特優 余祐合 陪爺爺遛鳥   186
優等 蔡信昌 油傘情緣   187
優等 林彥呈 巷口的瓦斯店   188
甲等 謝涵婕 辦桌   189

甲等 廖珮羽 修船   190
甲等 洪濬豪 百年難得好閒情   191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李睿歆 憩   192
特優 劉采威 街趣   193
優等 吳采穎 下一代危機   194
優等 張韻淳 夜市   195
甲等 梁   璦 「寶貝」你還想要什麼？  196
甲等 張芯瑜 共生   197
甲等 簡黛翎 都市中的清香   198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林亭仰 水族館   199
特優 黃柏語 同心協力   200
優等 陳奕伃 晨音   201
優等 郭佩蓉 夜光   202
甲等 顏怡侖 豔   203
甲等 曾冠榮 迎神   204
甲等 劉欣宜 夜市   205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洪一禎 雨   206
特優 李奕諠 是我非我   207
優等 郭孟潔 延續   208
優等 陳依禧 爭艷   209
甲等 楊馥行 民俗宋江陣   210
甲等 李思賢 慈佑護民   211 
甲等 張郡庭 漫   212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邱韻蓁 哇!好高呀   213
特優 溫子惟 震   214
優等 郭濟維 越   215
優等 徐子涵 自由．成風   216
甲等 胡杏宜 愜意空間   217
甲等 林彤芸 祈   218
甲等 鄭筑軒 破繭   219

水墨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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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美術系

特優 劉蔚霖 灰色歡愉   220
特優 李曜辰 寧   221
優等 謝福源 追憶   222
優等 徐若鈞 ±2℃   223
甲等 賴美如 徜徉   224
甲等 呂宛書 胸中風景I   225
甲等 魏崇安 闖入   226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楊涵甯 2012的過客   227
甲等 蕭鈞升 淨化空塵   228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蕭羽媜 王勃聖泉宴   231
特優 郭采君 唐詩二首   232
優等 陳怡閔 行經華陰師   233
優等 邱昱哲 唐詩七言絕句   234
甲等 林品萱 朱熹   觀書有感、李清照   偶成   235
甲等 徐謙德 晏殊賦得秋雨   236  
甲等 邱昱倫 唐詩七律一首   237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林琮洧   古詩一首   238 
特優 李沛儒 劉長卿酬張夏   239 
優等 張   昀 節錄王寵游包山詩集   240
優等 楊謹豪 陸游詩兩首   241
甲等 游巽淂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   242
甲等 趙翊吟 葉日松老師客家詩   243
甲等 陳軒妮 滕王閣序   244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凌子訓 宋詩三首   245
特優 江敬文 古賢佳句   246
優等 李欣鴻 七言絕句三首   247
優等 邱靖雅 李商隱無題詩   248
甲等 詹沁昕 早梅   249  

甲等 李其璇 隨州紫陽先生壁   250
甲等 李冠翰 韓翃  同題仙游觀   251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梁庭旎 春野亭詩   252  
特優 張簡依萱 錄七言絕句三首   253
優等 吳中濬 唐詩二首   254
優等 盧玟伶 赤壁懷古   255
甲等 張喬虹 梅堯臣村醪   256  
甲等 黃昱宸 登樓   257
甲等 郭名訓 詩   258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凌德穎 節錄岳陽樓記   259
特優 張庭維 齊安郡後池   260
優等 黃寀霓 集唐末司空圖詩四首   261
優等 劉俊緯 王開運東遊扶桑日記   262
甲等 林柏叡 唐詩選   263
甲等 蘇虹燏 張懷瓘文字論   264
甲等 龔莞晴 李白清平調   265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陳穎誼 杜牧詩六首   266
特優 林佳慧 朱子治家格言   267
優等 鄭珮婕 唐詩十首   268
優等 林均竹 七言絕句詩二首   269
甲等 盧   芛 石濤詩   270
甲等 簡曉堂 對聯四禎   271
甲等 王冠賢 范成大田家詩   272

大專美術系

特優 陳菊真 蘭亭序   273
優等 劉廣毅 唐詩二首   274
甲等 宋姿璇 孫逖宿雲門寺閣   275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林子皓 節論語子罕篇   276
甲等 郭芳伶 唐詩三首   277

書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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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盛大紘 老菸槍   280 
特優 杜逸宸 夜晚的拖吊車   281
優等 張啟麟 快樂的雞   282
優等 蔡昀珈 奮力一揮   283
甲等 李承蓁 廟會   284
甲等 李宜學 上學途中的奇遇   285
甲等 張家誌 雙獷龍   28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陳姮羽 兩個女人的戰爭   287  
特優 許芳菱 假日的市場   288
優等 連翊妏 撈魚樂 289  
優等 林家豪 書中自有黃金屋   290 
甲等 陳旭祺 城堡   291
甲等 戴渝芳 生命之源   292 
甲等 張朝傑 家   293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王之昍 冷漠   294
特優 郭沁璇 隕落   295  
優等 宋柏昆 庇蔭   296
優等 陳姿穎 思想起   297
甲等 鄭雅云 國境之南   298
甲等 邱莉婷 蝶舞   299
甲等 鄭羽彤 瘋了   30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李    旻 孕育   301
特優 蔡季珊 象   302 
優等 莊凱卉 寧靜的午後   303
優等 王軒宸 船   304
甲等 繆佳蓉 Wonderland   305
甲等 羅勻彤 蛻   306  
甲等 林榆宸 祖孫情   30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林品妤 意志   308  

特優 鄭雁文 展．獵   309
優等 李昀芷 「食」在很重要   310
優等 賴柯嵐 操縱與掙脫   311
甲等 郭豈榕 達悟勇•傳承   312
甲等 李世婕 鄉間小路 Country Road   313 
甲等 張雅淳 哭泣的森林   31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王彥涵 Where Do We Come From?   315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特優 張妤瑄 保庇   316 
優等 李珍惠 遙想   317
優等 游智涵 新人類   318
甲等 林儀樺 時尚背後的真相   319 
甲等 楊宏銓 夢靨   320
甲等 王明薇 逃生   321

大專美術系

特優 王毓麒 默   322
特優 陳御辰 夢   323
優等 江芷萱 險境   324
優等 魏翠玲 獨處   325
甲等 洪詳宸 根源   326
甲等 葛晏如 家人II   327
甲等 郭家綺 目標   328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鐘雲珍 圖騰的意象   329
優等 張瀅璿 非我亦我   330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蔡品郁 無從下手的大野狼   333
特優 陳宗駿 最後的晚餐   334  
優等 賴盈穎 天下父母心   335 
優等 徐湘婷 絞盡腦汁   336
甲等 陳妤宣 人的享受與大地的傷害   337
甲等 林顥哲 空氣污染之黑臉媽祖   338

漫畫類

版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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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范文義 擂臺悲歌   339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王韻婷 北平烤鴨   340
特優 林詩韻 打破花瓶的莎莎   341
優等 羅芷婕 如果沒帶國語課本   342
優等 張銘鴻 未來的2012方舟   343
甲等 簡莉庭 木乃伊   344
甲等 林文誠 金紙汙染全世界   345
甲等 陳依琳 烤   34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許沛緹 熱到大佛都受不了   347
特優 黃詩涵 變調的神話故事   348
優等 彭冠傑 草蝦的命運   349 
優等 李姿葶 愛護小動物   350
甲等 李子浩 自由？   351
甲等 童品華 貓的快樂時光   352
甲等 王怡諼 HOT！HOT！HOT！  353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陳芓璇 變形金剛門神   354
特優 李子群 新鮮外送   355
優等 陳怡臻 動物們的反撲   356
優等 洪維晨 我的「清明上河圖」之旅   357
甲等 李逸瑄 人比狗不如   358
甲等 黃至瑍 沉思   359
甲等 邱筱喬 家暴陰影   360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陳泯斈 超人不會飛   361
特優 葉宗儒 節能救地球   362
優等 陳品君 全球暖化大危機   363
優等 劉妙慈 最後的晚餐   364
甲等 許真榕 辦公室大觀園   365
甲等 林紫洵 網路迷思   366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湯    羚 諾亞方舟？  367

特優 王品萱 愛水診所   368
優等 周柏叡 心中的烏托邦   369
優等 蔡東佑 享受冷氣，燃燒大地！  370
甲等 楊珈茵 被遺忘的地球   371
甲等 齊沛瑜 獨居老人等無人   372
甲等 陳寯浩 衡量   373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勞凱琪   低頭族   374 
特優 張衣貴 物歸原主   375
優等 胡雅淇 若再「煙煙不熄」就會奄奄一息   376
優等 陳思潔 車箱．冷漠   377
甲等 徐藝霖   井底之蛙   378  
甲等 魏孜芸 傳家之寶   379 
甲等 鄭   安 出淤泥而不染？  380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劉芳彣 珍愛青蛙   381  
特優 楊中競 速度的差別？  382
優等 詹芷欣 停止。  383
優等 胡路得 任何成功都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   384
甲等 湯雯晴 抉擇   385
甲等 張超維 老人不拉Ｋ  386
甲等 林祐誠 惡質的選風   387

大專美術系

特優 徐可道 塑膠垃圾的環境問題   388
特優 黃歆惠 樹蛙悲歌   389
優等 王珮逸 給我一個家   390
優等 劉佳欣 愛Phone 哎Phone   391
甲等 沈汶政 醉後結果   392
甲等 黃郅詠 小國王   393
甲等 沈恬伊 Oh! What's wrong?   394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黃詩柔 R.I.P Steve jobs   395
優等 張兆元 方法的變遷   396
甲等 江玟萱 恭賀新禧喜   397
甲等 彭裕鈞 新思想   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