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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葉翰飛 火車頭 036

特優 吳汶蔚 神秘的貓頭鷹 037

優等 林羿里 上山下海修火車 038

優等 陳韋諺 參觀恐龍展 039

甲等 游成邑 挖土機 040

甲等 邱子程 虎塔風光 041

甲等 李信樺 楚河漢界 042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林冠廷 布袋戲 043

特優 李品皓 燒王船 044

優等 吳東諺 精采搶孤 045

優等 蔣尚妤 看夏卡爾畫展 046

甲等 許景閎 雕塑 047

甲等 李東駿 足球比賽 048

甲等 蔡欣叡 漁港邊熱鬧的魚市 049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張沐晨 好大的象 050

特優 吳以綸 廟宇的修繕 051

優等 沈　騫 哇～空中驚聲尖叫 052

優等 何幸蓉 下課囉！ 053

甲等 卓晉揚 太魯閣號 054

甲等 陳昀葦 賣藝人生 055

甲等 林彥穎 飛舞中的燕子 05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廖子逸 溼地探險趣 057

特優 林柔彤 燒王船 058

優等 陳竫虹 蘭園 059

優等 饒奇軒 原住民勇士 060

甲等 李寀絨 媽祖遶境 061

甲等 吳宏政 柑仔店 062

甲等 陳玟潔 祈求 063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戴吟輿 車花布包的阿嬤 064

特優 黃昱禎 養蠶記 065

優等 許維芸 老照片 066

優等 吳昱儒 忙碌的魚市場 067

甲等 王采榆 麵包店 068

甲等 陳　杰 明天以後 069

甲等 蔡安晴 義賣園遊會 070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邱庭筠 陽臺 074

特優 張瓅心 新契機 075

優等 許文誌 工作的時光 076

優等 姜　雲 問題在哪裡 077

甲等 鍾淯丞 棄機 契機 078

甲等 陳岳鋒 紅宇時光 079

甲等 高育綸 人子 08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歐哲豪 生 081

特優 詹育權 歌詠祖靈 082

優等 陳昱昌 望你早歸 083

優等 陳曉蝶 收工了 084

甲等 萬義筠 港 085

甲等 周倢安 鴨賞 086

甲等 黃品瑄 市集一隅 08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盧沛勳 生，活 088

特優 郭馨予 湖岸 089

優等 蔡睿霖 風城 090

優等 林　真 開封的記憶 091

甲等 黃芷晴 晨曦 092

甲等 張勻柔 城市印象 093

甲等 沈欣葳 回憶的童年 09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賴楚穎 空間 095

特優 陳怡丞 盼望 096

優等 陳又慈 悠游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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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高翊倫 走向盡頭 129

優等 饒奇軒 關懷獨居老人 130

優等 洪馨慧 沒水，只好這樣 131

甲等 許育瑄 2013 雲林農業博覽會 132

甲等 陳彥博 台灣惡視力 133

甲等 徐萱庭 變色龍創意展 134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劉冠瑜 原住民文化祭 135

特優 蔡凱任 高雄景點 136

優等 涂庭瑜 保護智慧．創意發光 137

優等 陳姵蓁 大武山之美 138

甲等 李雅彤 不珍惜嘗苦果 139

甲等 楊邦立 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 140

甲等 陳思媛 陣頭之美 141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王韋傑 再不種樹就沒戲唱了！ 142

特優 李友喨 流浪的悲歌 143

優等 何元植 自毀式的開發 144

優等 杜凱銘 自毀生機 145

甲等 陳亭萱 我就是要放鬆 146

甲等 劉芳秀 流浪狗的心聲 147

甲等 許承嶸 全球暖化危機 148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蘇玟綾 變法．辮髮海報設計 149

特優 易烈瑜 美麗與哀愁 150

優等 林妤柔 動物輓歌（臺灣瀕臨絕種動物保育） 151

優等 林品依 印象．台灣之美海報 152

甲等 林芮安 渴望 Thirst for Life 153

甲等 劉威志 鳥的物語郵票設計 154

甲等 陳羿豪 拾機 155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蔡昀庭 臺灣人口老化―海報設計 156

特優 孫玉庭 樂開懷／氣呼呼 157

優等 楊岳翎 自伐 158

優等 雷若姮 用愛解心結 159

甲等 俞懿馨 喝的醉醉，撞的碎碎 160

優等 范育誠 曙曦掠影 098

甲等 胡銜文 仲夏「織」夢 099

甲等 許宸瑋 歸 100

甲等 林庭立 My Dream 101

大專美術系

特優 王以琳 被遺忘的角落 102

特優 林琬庭 午後閒情 103

優等 陳甫齊 過客 104

優等 黃　梵 青春無敵 105

甲等 盧怡如 甜蜜時光 106

甲等 洪　瑄 洋蔥 107

甲等 劉得興 生命的記載 108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簡志雯 漁港的色塊．宜蘭 109

甲等 許玟璦 芭蕉話春意 110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蘇芷筠 大樹荔枝節 114

特優 吳彥承 甜蜜的「父」擔 115

優等 陳姵潔 童年四季 116

優等 鄭逸凡 貓頭鷹大賞 117

甲等 黃柏鈞 俄羅斯古堡 118

甲等 陳幼琪 樹是大家的朋友 119

甲等 陳韋翔 恐龍大展海報設計 120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林宜亭 熱氣球嘉年華 121

特優 陳玫均 旗津逍遙遊 122

優等 劉子齊 廟會真熱鬧 123

優等 林立柔 還牠一個家 124

甲等 沈廉紘 東港迎王祭典 125

甲等 陳廷宇 珍奇魚類大展 126

甲等 陳梓凌 高地建築特展 127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蔡依庭 喝酒不開車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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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蔣昕哲 Save them ,if you can. 161

甲等 蔡　昱 霸凌 162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劉臻亮 Disappear 163

特優 徐立桀 零度容忍 164

優等 陳郁盛 節能減碳在我家 165

優等 翁偉恆 男與女性侵害防治系列 166

甲等 吳亦瑄 名牌迷失，援交好好賺 167

甲等 蘇珮瑄 水呢？ 168

甲等 石麗鈴 Stop Global Warming 169

大專美術系

特優 葉宜婷 生命的輪廓與色彩 170

特優 莊琇婷 低迷 171

優等 楊泳修 生變 172

優等 黨家榛 守護鸝鵲 173

甲等 饒志威 他／她，不是我的菜 174

甲等 魏　山 裸夢時代 175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廖怡丞 蠻觸之爭 176

甲等 黃惠菁 花氣襲人 177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黃昱維 藍夜 180

特優 陳柔君 越夜越美麗 181

優等 許育禎 恐龍展 182

優等 洪若瑄 布娃娃 183

甲等 賴秉宗 龍蝦火鍋 184

甲等 周卉芸 古典美女 185

甲等 黃弘任 中元節 18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陳玠穎 原住民薪火相傳 187

特優 洪貞昀 豐收 188

優等 廖婉淩 魚販 189

優等 高子珽 蘭嶼原住民與船 190

甲等 趙云禎 陣頭 191

甲等 陳長宏 布袋戲 192

甲等 蘇詠婷 豐收 193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廖珺如 採蚵 194

特優 胡敦雅 聚會 195

優等 黃榆翔 水筆仔的異想 196

優等 秦嗣軫 印．逝 197

甲等 陳柏凱 雨中街景 198

甲等 林彥呈 拾荒歲月 199

甲等 紀沛岑 水岸鴨寮 20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黃品瑄 夜市人生 201

特優 邱煜 雨中行 202

優等 唐朝欣 微光中，微雨中 203

優等 羅　崴 市場 204

甲等 張家歩 晨探春芳 205

甲等 程郁汶 辛苦 206

甲等 游書桓 神的父親 20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林婉婷 懷念 208

特優 吳育函 寂寞的新世代―渴望 209

優等 王子欣 歸途 210

優等 易國安 蒼木 211

甲等 蔡明均 浮光掠影 212

甲等 陳顗亘 歲月痕跡 213

甲等 張君慈 追憶 21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楊晴如 命運 215

特優 丁韋仁 大地悲歌 216

優等 呂國勳 寧 217

優等 吳秉憲 戰弈 218

甲等 潘重光 平衡 219

甲等 魏均勵 貓 220

甲等 徐芊右 老街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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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美術系

特優 徐若鈞 蘊育 222

特優 張凱翔 甦醒 223

優等 蔡學敏 徬徨 224

優等 劉得興 街景風華 225

甲等 吳婷倢 護心符 226

甲等 陳玟潔 戲水 227

甲等 簡銓毅 虛擬世界的語言對話 228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何冠儀 薪火相傳 229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蔡福偉 古詩一首 232

特優 王韻婷 李義山 春日寄懷 233

優等 郭采君 劉禹錫詩 234

優等 王思勻 西遊記（詩三首） 235

甲等 李宛儒 唐代王摩詰詩 236

甲等 黃愷言 集詩二首（辛卯詩屑） 237

甲等 劉純妤 黃鶴樓 238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陳宥良 詩詞一篇 239

特優 葉又瑄 詩詞一篇 240

優等 陳慧軒 歐陽永叔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詩 241

Katherine Chen

優等 李嘉晏 節錄黃道周 孝經頌 242

甲等 王韻筑 節錄吳寬 跋懷素自敘帖 243

甲等 楊謹豪 錄白居易詩 244

甲等 陳永欣 賀鑄 長短句綠頭鴨 245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黃奕璇 送梓州李使君 246

特優 詹沁昕 驀山溪 247

優等 施曉涵 崔塗 旅懷 248

優等 黃曼容 沈秋明詩 249

甲等 李佳汧 唐詩三首 250

甲等 郭虹里 李白詩 行路難 251

甲等 宋佳儀 行經華陰 252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游適謙 登安陽城樓 253

特優 洪承新 節錄資治通鑑 254

優等 黃昱宸 古詩一首 255

優等 盧玟伶 水調歌頭 256

甲等 江惟琳 杜子美 閣夜 257

甲等 董芳妤 唐詩二首 258

甲等 張簡依萱 錄七言絕句三首 259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沈昱佐 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260

特優 黃川歩 蘇東坡 題王逸少帖 261

優等 李芝芸 柳永 雨霖鈴 262

優等 董語璇 曹植與楊德祖書 263

甲等 廖珉儀 將進酒 264

甲等 楊承叡 歸田園居 265

甲等 陳姿穎 唐．邱為 尋西山隱者不遇 266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林傳雨 古詩 267

特優 張喬虹 東坡吟詠 268

優等 梁庭旎 贈衛八處士 269

優等 王冠賢 杜牧 旅宿詩 270

甲等 楊崇廉 杭州春望 271

甲等 簡曉堂 千字文句 272

甲等 林佳慧 詩一首 273

大專美術系

特優 曾華翊 杜甫 贈李白 274

優等 潘承延 宋．韓元吉 詞 六州歌頭 275

甲等 劉廣毅 秋夜曲 276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郭禮銓 夜步 277

優等 林浩鑫 節錄 諫太宗十思 278

甲等 李宜庭 九日 納蘭容若詞 279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盛大紘 頭昏腦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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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林品錡 對峙 283

優等 李浩齊 火車懷舊之旅 284

優等 杜逸宸 空中飛人 285

甲等 邱義畜 潛水 286

甲等 王敬渝 姨丈的修車廠 287

甲等 舒晨嘉 「象」親「象」愛 288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陳彥嘉 豬窩 289

特優 江佑杰 夜空黑琵 290

優等 周楟秣 聆聽大地之聲 291

優等 蔡函恩 媽媽的保養品 292

甲等 楊宇安 人偶．木 293

甲等 張羿琪 版畫工作室 294

甲等 黃芸庭 神秘的夜晚 295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蔡欣靜 孤獨 296

特優 武世勳 回眸一笑 297

優等 蔡欣恬 溯溪 298

優等 何孟樺 尬車 299

甲等 葉哲睿 價格的滋味 300

甲等 王之昍 鳥人的旋律 301

甲等 鄭易濬 烏煙瘴氣 302

甲等 余彥頡 交杯酒 303

甲等 余書青 親情 304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林芝萱 婪 305

特優 鄭茗馨 5 號夢花園 306

優等 游沛馨 暗藏玄機 307

優等 林鈺倢 時間的鎖 308

甲等 紀思平 堂奧之美．郵便局 309

甲等 許紫潔 禁錮 310

甲等 官君瑜 憶 311

甲等 潘宜禎 渴望青蘋果的滋味 312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賴柯嵐 自由國度的想望 313

特優 簡郁珊 五子登科 314

優等 張雅淳 生機 315

優等 周威廷 慾．壑 316

甲等 張為華 無聲勝有聲 317

甲等 林佩儒 The Cruelty of the Fact 318

Chelsea Lin

甲等 吳旻諭 資訊科技 x 控制 x who 319

甲等 張為中 微光城市 320

甲等 邊　緣 望非窺 321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簡　捷 空襲 322

特優 簡郁恩 迷惘 323

優等 陳蓉嫺 歷史的軌跡 324

優等 周怡儀 午後陽光 325

甲等 賴岑育 凝．望 326

甲等 陳逸婷 浮光掠影 327

甲等 唐凱莉 九份街景 328

大專美術系

特優 洪詳宸 文明病 329

特優 陳韻琦 無法掩飾 330

優等 郭家綺 去哪裡？ 331

優等 羅欣琦 緒 332

甲等 鄭鈺潔 草莓花鹿 333

甲等 林彧先 雙棲 334

甲等 邱聖仁 菩提 335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鄭安芸 月夜禁忌 336

特優 呂寬彥 新 337

優等 廖怡丞 顏 338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黃鈺庭 五官拼拼樂 342

特優 蔡品郁 看我七十二變！ 343

優等 陳冠綸 Why ? 少一塊 344

優等 蘇柔伊 變色的山河 345

甲等 鍾茹安 人間地獄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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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李佳瑜 超級口渴的魚 347

甲等 林易霆 「醉」好的麻吉 348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何昀真 痠痛專治國術館 349

特優 林文芸 本性難移 350

優等 周芷嫻 哇！長得好像喔！ 351

優等 林宣妤 我們又有好料可吃了 352

甲等 簡佑祐 反霸凌 353

甲等 楊淳禎 聖誕老公公生病了 354

甲等 柳宛妤 小三 355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黃培貞 兒童交通車 356

特優 林盈辰 地球就是這樣長大的 357

優等 李佩蓉 真實的假鈔 358

優等 王心沛 一個地球 兩個世界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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