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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黃翊翔 小丑表演 036

特優 陳紫彤 保庇保庇 037

優等 林詩旋 發現好吃的食物 038

優等 張雍訢 蒸汽火車 039

甲等 �凃妍卉 唱唱跳跳真快樂 040

甲等 陳孟婕 我與獅子 041

甲等 賴湘宜 裝扮 042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曾宥鳳 臺灣經濟奇蹟 043

特優 曾裕宸 烤肉 044

優等 馬安渝 皮影戲 045

優等 劉書羽 我最喜歡的畫畫課 046

甲等 顏育聖 溫室種花記 047

甲等 高紫軒  看牙記  048

甲等 蘇品禕 神威 049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毛心祥 機動戰士鋼彈特展 050

特優 王澄音 賣魚 051

優等 陳亭妤 修理機械的阿伯 052

優等 柳宛妤 廟宇修繕 053

甲等 陳竫騏 青花瓷 054

甲等 張芷瑜 木屐 DIY 055

甲等 江耘誼 給什家將爺上妝 05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詹家美 九份印象 057

特優 葉安芸 庭中的蘭香 058

優等 張譯勻 祈福 059

優等 陳柔均 手工肉包 060

甲等 吳盈瑩 木頭雕刻 061

甲等 王慶禾 港口曬小卷 062

甲等 陳柏維  廟宇祈福  063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黃思喆 理髮廳 064

特優 陳柏因 編藤阿嬤 065

優等 陳抒妦 皮影戲 066

優等 許慈尹 打鐵鋪 067

甲等 許慈妘 建築工地 068

甲等 饒允淇 雕刻 069

甲等 潘冠安 模型組裝樂趣多 070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曾珮庭  新住民．愛無國界  074

特優 張佳琪 驚豔九份 075

優等 李睿哲 心靈點滴．Patch Adams 醫生 076

優等 李承晏 異象．玩具兵 077

甲等 林凡琦  窗中景  078

甲等 蕭莛譯 塵封記憶 079

甲等 徐偉晉 漁工 08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林聖婕 家的味道 081

特優 蔡東佑 焰 082

優等 鄭翔澤 牆邊一角 083

優等 呂明磬 鯊魚翅 084

甲等 賴玠宇 旅人 085

甲等 黃子瑄 褪色的時光 086

甲等 廖翊妘 古樸中的燕寓 08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郭軒綸  奇想  088

特優 胥佳君 巷 089

優等 周牧恩 綠意襲人 090

優等 詹惟安 容顏裡的宏觀 091

甲等 季榆汝 四季與汝 092

甲等 劉怡萱 生機 093

甲等 何彰瑋 遺忘 09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黃浩汶 困 095

特優 曾冠榮 重生裡的困頓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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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許華羚 十二生肖環保 127

優等 江芳瑜 「天馬行空」年畫展 128

優等 莊鎰華 十二星座之貓頭鷹 129

甲等 吳珈誼 創意成語畫 130

甲等 沈弘哲 智劍勇獅，破暗顯明 131

甲等 盧柏瑜 與大自然共舞  132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廖巧瑜 沒花路也沒花鹿 133

特優 傅亞筠 別拋棄我 134

優等 吳以綸 原住民生態展 135

優等 蘇宥瑋 高雄好樂園 136

甲等 蔡宜樺 媽祖文化季 137

甲等 周楟秣 「與蝴蝶共舞」賞蝶海報設計 138

甲等 林瑋琪 We Are The World 139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李　珩 錯中學，對而習  140

特優 童品華 12 年國教彈珠台 141

優等 史康白 環境保育宣導海報  142

優等 賀培育 就是將―家將臉譜紙藝創作 143

甲等 饒奇軒 世紀浩劫．食之夢饜 144

甲等 宋岩叡 把台灣的驕傲刻在臉上 145

甲等 吳明樺 殺森 146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何心妤 空白 Taiwan  147

特優 胡殷琪 鳥類月曆設計 148

優等 王于萍 台灣保育動物―手機殼設計 149

優等 馮薇年 誰製造了汙染？ 150

甲等 黃毓琁 CO2 151

甲等 游子欣 我要回家  152

甲等 陳諭瑩 自然之聲？ 153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彭智謙 好夥伴 154

特優 李思儀 Don't be a thief !尊重「智慧財產權」  155

優等 林沛樺 科技使人冷漠海報設計  156

優等 王巧瑩 工業樹 157

甲等 黃姿容 世代更迭 158

優等 呂易倉 殤 097

優等 梁　璦 疏離關係 098

甲等 涂信之  希望  099

甲等 葉晟安 問世間 100

甲等 周中丞 內心的凝視 101

甲等 陳怡聞 最後一夜 102

大專美術系

優等 楊承澤 田園雞群 103

優等 黃意鈞 面具 104

甲等 張良瑞 早餐 105

甲等 鍾　睿 待 106

甲等 簡子寧 噓～傾聽，石膏像的低語 107

大專非美術系

甲等 申琦蓁 手足 108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蔡唐欣 廟前―陣頭會 112

特優 蕭恩祈 隨手做環保 113

優等 李采妍 原住民雕塑展 114

優等 許芸瑄 鬼來了 115

甲等 鄭敬頤 鳥語花香―賞鳥季 116

甲等 楊銘沂 這一吻可能致命 117

甲等 許孟庭 做好衛生健康 118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李宥嫻 布袋戲偶展 119

特優 張詠晴 原住民服飾大展 120

優等 阮御棋 頭城文化祭 121

優等 周燁疃 鹿港文化季 122

甲等 宋若蔓 別讓污水�毀了我家 123

甲等 黃譓羽 元宵花燈展 124

甲等 蔡宗諺 對抗惡視力 125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銀羿婷 跟著媽祖去旅行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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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陳曉芃 地球暖化  159

甲等 黃郁珺 Disappear 160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呂家瑜 阿茲罕默症宣導海報― 161

記憶的鴿淺篇／記憶的結尾篇  

特優 梁元馨 色盲 162

優等 鄧圓臻 動物保育系列海報／消逝  163

優等 陳郁盛 正義新思維 164

甲等 何懿芳 鯊魚客 165

甲等 林怡伶 你削的不只是鉛筆  166

甲等 陳貴如 請給予牠們生存空間 167

大專美術系
特優 陳郁雯 Where Is Home？ 168

特優 黃于倫 僅鹽腎刑 169

優等 林均沛 Love the Earth 170

優等 連信傑 沈溺 171

甲等 張　安 看見臺灣 172

甲等 張修毓 沒有核能，沒有污染 173

甲等 蔡宜頻 焚枯食淡 174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邱健原 採木瓜 178

特優 陳睿宇 「泳」不放棄 179

優等 林彩馨 好戲登臺 180

優等 黃若涵 仙人掌家族 181

甲等 張夢恬 貓鼠大戰 182

甲等 林祐安 參觀製香廠 183

甲等 王翊軒 荷葉點點 184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楊晏瀅 寧靜的午後 185

特優 黃思喆 辛苦的廚師 186

優等 黃忻芃 打鐵師傅 187

優等 王之穎 我是無辜的—H7N9 188

甲等 張芳綺 木刻版畫課 189

甲等 羅帟宸 鳥籠 190

甲等 蔡睿麗 仙樂飄飄 191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林家綺 古蹟參訪 192

特優 翁鈺雯 書香書鄉 193

優等 郭泰丞 埋頭苦幹 194

優等 張詠青 夜市人生 195

甲等 林楷洋 懷念的美味 196

甲等 陳昱伶 被關的感覺真不好受 197

甲等 張祐榕 碼頭 198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張倚禎 歸途 199

特優 陳羿豪 幽瀑 200

優等 黃子瑄 市井小民 201

優等 董祐鈞 午後清閒 202

甲等 許鎧鑠 求 203

甲等 陳為哲 石門洞 204

甲等 程敏華 光感時尚 205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鄭筠媜 積善人家慶有餘 206

特優 陳冠瑋 拯．救 207

優等 陳彥均 曲徑通幽 208

優等 歐子瑜 修車寂寥 209

甲等 許崴滋 追憶 210

甲等 吳思蓉 禁錮 211

甲等 劉俞里 憫 212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林繼勝 山晨歲月 213

特優 蔡濰楨 困 214

優等 蔡昀庭 城市慶典 215

優等 陳金燕 聯繫 216

甲等 林貞君 給 17 歲的妳 217

甲等 謝孟謙 沉靜 218

甲等 何芯璐 走出迷夢—昂首闊步 219

大專美術系
特優 魏嘉瑩 心．憶 220

特優 黃慶源 大溪老街 221

優等 劉得興 芭蕉葉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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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陳薇文 醉愛 223

甲等 黃鼎鈞 森林之肺 224

甲等 薛富農 今昔 225

甲等 簡維宏 祈求神威　福降人間 226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魏佑峻 另一種束縛 227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蕭盈盈 古詩一首 230

特優 余妍萱 韓翃　同題仙游觀 231

優等 王御諺 鹿港龍山寺即景詩 232

優等 李宛儒 翁同龢　題費西蠡歸牧圖 233

甲等 王齡萱 李白　唐詩三首 234

甲等 歐陽可軒 楊慎　題武侯廟 235

甲等 林暐程 詩兩首 236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薛語嫺 王摩詰　詩一首 237

特優 陳暐熹 清．顧炎武　流轉 238

優等 蔡福義 佳言一則 239

優等 孫　姍 杜甫　詠懷古跡五首之五 240

甲等 李孟蓁 唐詩三首 241

甲等 陳奕睿 唐詩二首 242

甲等 翁維誼 李義山　詩一首 243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陳永欣 宋代王予可　雜詩二首 244

特優 江敬文 古賢佳句 245

優等 歐韋伶 陶淵明　雜詩 246

優等 彭郁琇 李商隱　無題之五 247

甲等 何沛瑾 陶淵明　詩 248

甲等 鄭昀瑄 唐詩兩首 249

甲等 黃治鈞 董其昌　跋自敘帖題後 250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羅　葳 大篆詩兩首 251

特優 曾薇帆 杜甫　夢李白 252

優等 蔣霆威 五律詩一首 253

優等 楊子萱 辛棄疾　菩薩蠻 254

甲等 孫紹喬 七言絕句二首 255

甲等 余佳學 集漢簡詩句 256

甲等 陳宗明 唐詩二首 257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黃柏雄 台灣漢詩二首 258

特優 王奕玲 蘇東坡　鷓鴣天 259

優等 李汪潔 錄唐詩六首 260

優等 凌子訓 與朱元思書 261

甲等 黃寀霓 李清照　滿庭芳—小閣藏春 262

甲等 楊承叡 戴叔倫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 263

甲等 陳羿璋 宋．張載　名銘 264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張喬虹 陶淵明　移居詩二首 265

特優 楊崇廉 唐．祖詠　望薊門詩 266

優等 梁庭旎 四時讀書樂 267

優等 林沅禾 杭州春望 268

甲等 蔡季珊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269

甲等 柯貞佑 化城寺 270

甲等 張蕎伃 關山月 271

大專美術系
優等 林柏叡 節錄蘭亭序 272

甲等 王冠賢 李義山　風雨詩 273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羅郁茹 晏幾道　臨江仙詞 274

甲等 何翊軒 李白　七言絕句詩四首 275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陳柔君 國劇欣賞 278

特優 盛品華 奇幻旅程 279

優等 黃承濬 我的老師 280

優等 王敬渝 雕塑課好好玩 281

甲等 王均鈴 星空下的貓頭鷹 282

甲等 吳翔宇 機器人出沒 283

甲等 陳聖保 世界建築的恐龍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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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杜逸宸 可惡的蚊子 285

特優 蔡之綾 101 煙火 286

優等 陳蓉瑾 流行科技讓你低頭了嗎 287

優等 林培琳 觀音菩薩 288

甲等 陳彥嘉 3C 樂 289

甲等 林承翰 大海怪 290

甲等 何浩宇 龍蝦的大餐 291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黃耀台 室友 292

特優 蔡欣恬 落日 293

優等 武孟萱 孩子，別低著頭，我有話說 294

優等 陳采君 孕育 295

甲等 方怡今 消逝的記憶 296

甲等 葉承典 好丑 ‧ 樂觀 297

甲等 蔡毓珊 發生什麼事 298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游貽鈞 植入 299

特優 王福濬 尋找 300

優等 李映質 走不出的迷宮 301

優等 古逸萱 夜行者 302

甲等 馮薇年 面面俱到 303

甲等 李臻德 流逝的歲月 304

甲等 戴渝芳 困 305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吳佳軒 夢 306

特優 余書青 惑 307

優等 陳冠州 時間的束縛 308

優等 張靖琪 等待 309

甲等 金郁甯 蛻變 310

甲等 黃鈺珊 源生緣 311

甲等 陳郁心 控制 312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蘇桓寬 馬可波羅 VS．文明 2013 313

特優 黃俞甄 藏．窺 314

優等 蕭渙諠 幻像 315

優等 陳重夫 過往之煙 316

甲等 吳心宇 束縛與榮耀 317

甲等 林楚璇 作夢 318

甲等 潘奕愷 生聲不息 319

大專美術系
特優 蔡孟夏 金絲玉線 320

特優 陳俐臻 文明運動 321

優等 林彧先 Eyes Around 322

優等 林玉雯 恍如昨日 323

甲等 陳琬瑜 甜 324

甲等 朱曼瑩 蝸牛 325

甲等 李冠臻 津 326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王麒雅 祈福 327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陳冠臺 龜速 330

特優 周家柔 沙丁魚小學 331

優等 丁家茂 雙龍的會面 332

優等 林丰青 黑琵不 happy 333

甲等 黃士芸 吃不下了 334

甲等 吳承霖 被電腦牽著鼻子走 335

甲等 卓聿豐 3C 島的下午 336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邱顯亦 關公玩平板 337

特優 盧珮筠 2013 豬腳「劫」 338

優等 陳晏琳 我的偶像是貓熊 339

優等 鄭思妤 滿載為患 340

甲等 潘律禎 老師開會 341

甲等 鄭婷芸 炸雞店好好吃！ 342

甲等 林垣邑 小心，死神就在你身邊 343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蔡依庭 北極熊最後的晚餐 344

特優 謝欣恬 少子化的衝�擊 345

優等 葉芝妤 「好神」腳底按摩 346

優等 鄭筑勻 現代偶像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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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王蔚綸 三等車廂 Wi-Fi 中 348

甲等 謝典育 可怕的後勁溪 349

甲等 杜恩慈 這樣的世界公平嗎？ 350

甲等 林展鐸 輻射污染 351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特優 劉奕廷 戲棚下 352

特優 陳　平 天狗食月 353

優等 劉宜庭 這種麵包能吃嗎？ 354

優等 王允琦 缺錢嗎？ 355

甲等 蔡宜樺 賈伯斯的下場 356

甲等 王芊 萬惡的名畫 357

甲等 賴柏佑 春吶ㄟ安ㄋㄟ？ 358

國中普通班組
特優 陳秀蕙 為低頭族祈禱 359

特優 黃詩涵 誤會一場 360

優等 童麗融 他們是人，不是女超人。 361

優等 呂品嫻 眼中的世界 362

甲等 黃郁鈞 瑪麗蓮夢露 363

甲等 王莛雅 食物鏈 364

甲等 李允中 新興宗教 365

甲等 黃　晴 現代學堂 366

國中美術班組
特優 吳柏葳 高高在上 367

特優 李伊旻 最後的晚餐 368

優等 施可旎 「懼」毒 369

優等 曾慶瑄 夜市驚魂記 370

甲等 劉庭芳 好好吃的紅蘋果 371

甲等 周昀劭 歷代經理 372

甲等 熊子儀 祭祀 373

高中職普通班組
特優 趙潔敏 「滑」不來 374

特優 黃怡珊 黃色小鴨落難記 375

優等 陳怡安 又是「蘋果」惹的禍 376

優等 黃姿勻 Mummy 377

甲等 侯覺菲 皮影劇場．文化融爐 378

甲等 楊小慈 我們的未來 379

甲等 鄭翊廷 教改之後，今非昔比 380

甲等 邢富凱 爆力之氣 381

高中職美術班組
特優 黃馨誼 吸癮 382

特優 顏聯登 進化？退化！ 383

優等 楊文穎 胖小孩 384

優等 姚以謙 黃色小鴨來襲 385

甲等 翁瑋蓮 衍升 衍生 386

甲等 劉家勳 司法恐龍 387

甲等 廖允卿 孩子，我要給你最好的！ 388

大專美術系
特優 連信傑 沉溺 389

特優 朱婉瑄 神明撤離專機 390

優等 彭美綺 失智不棄　反哺情 391

優等 吳采穎 兵．好好當 392

甲等 陳怡潔 迷失 393

甲等 陳昱廷 求學，不進則退 394

甲等 倪裕忠 中西方節慶 395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許曼莎 生老病死 396

優等 廖偉民 彩虹火腿馬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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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連江縣 陳思妤 介壽國中小

桃園縣 吳家恩 中平國小

桃園縣 蔡亦庭 新榮國小

桃園縣 戚可藍 新埔國小

桃園縣 邱裕恩 會稽國小

桃園縣 游承樺 文華國小

桃園縣 林允謙 文華國小

花蓮縣 吳昕恩 東華附小

臺東縣 余杰倫 新武分校

基隆市 蔡偲怡 七堵國小

基隆市 周彥任 二信國小

宜蘭縣 游子萱 礁溪國小

彰化縣 楊渲渼 民生國小

彰化縣 楊閔之 新庄國小

高雄市 江柏寬 彌陀國小

高雄市 賴明禹 前金國小

高雄市 林昶瑾 彌陀國小

高雄市 張晉瑋 蚵寮國小

高雄市 蔡冠翊 梓官國小

高雄市 戴詩倫 前峰國小

高雄市 陳鼎中 岡山國小

高雄市 謝薰翊 壽天國小

高雄市 蔡佑維 鼓岩國小

臺北市 吳佳璇 康寧國小

臺北市 王品驊 蓬萊國小

臺北市 戴邑玹 大直國小

臺北市 張維珊 市大附小

臺北市 陳星翰 新生國小

臺北市 曾芳郁 葫蘆國小

臺北市 陳子蓁 社子國小

嘉義縣 陳彥霖 六腳國小

嘉義縣 張耕銘 北回國小

嘉義縣 陳竑韡 六腳國小

嘉義市 郭丹騏 博愛國小

新北市 王瑀綸 文德國小

新北市 劉丞峻 板橋國小

新北市 劉怡佑 米倉國小

新北市 丁采昕 裕民國小

新北市 陳宜慧 米倉國小

新北市 駱偉恆 永平國小

新北市 鄭妤彤 中正國小

臺南市 郭柏均 新進國小

臺南市 李佳禹 麻豆國小

臺中市 何翊銓 坪林國小

臺中市 林怡嫻 大仁國小

臺中市 程筠筑 西屯國小

臺中市 蔣昀真 竹林國小

屏東縣 林尚緯 東隆國小

屏東縣 江承安 中正國小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羅勻佑 瑞塘國小

桃園縣 謝依宸 快樂國小

澎湖縣 顏家甜 風櫃國小

宜蘭縣 黃昱掄 中道小學

宜蘭縣 楊采倩 北成國小

彰化縣 張正輝 民生國小

彰化縣 黃子芸 南郭國小

彰化縣 吳明城 和東國小

彰化縣 謝昕妤 泰和國小

高雄市 莊惠茹 民權國小

高雄市 王綵宜 民族國小

高雄市 黃靖翔 莒光國小

高雄市 卓奕呈 前峰國小

高雄市 潘若華 楠陽國小

臺北市 陳盈靜 玉成小學

臺北市 王品傑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廖彩筑 大龍國小

臺北市 張哲榛 濱江國小

臺北市 周欣儀 復興小學

臺北市 李鎮宇 富安國小

新竹市 陳英傑 香山國小

嘉義縣 方桂楨 文昌國小

嘉義縣 楊子毅 六腳國小

嘉義市 羅雅馨 大同國小

嘉義市 羅筑月 世賢國小

新北市 蔡加佳 莒光國小

新北市 王乙蓁 溪洲國小

新北市 許芸瑄 莒光國小

新北市 戴妤庭 思賢國小

新北市 陳子茵 米倉國小

新北市 羅冠樺 米倉國小

新北市 王姮筑 榮富國小

新北市 陳柏綸 德音國小

新北市 戴莙朋 昌平國小

新北市 陳韋鈞 永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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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謝榕恩 新和國小

新北市 陳詠晴 集美國小

新北市 李佩宸 鷺江國小

新竹縣 游文綺 湖口國小

新竹縣 陳昱伶 十興國小

新竹縣 吳沅冠 興隆國小

臺中市 仝太仁 塗城國小

臺中市 李芷柔 僑榮國小

臺中市 劉彥廷 長億國小

臺中市 林亞璇 塗城國小

臺中市 黃厚軫 大同國小
苗栗縣 葉芝妤 山佳國小

南投縣 林　容 草屯國小

南投縣 孫昀辰 漳興國小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游明嘉 桃園國小

桃園縣 陳紀樺 桃園國小

桃園縣 羅緯修 桃園國小

桃園縣 李映蓉 桃園國小

花蓮縣 林采予 中原國小

臺東縣 楊子平 新生國小

臺東縣 陳亮廷 新生國小

基隆市 許郁晨 信義國小

彰化縣 蕭宛庭 僑信國小

彰化縣 薛尹瑄 僑信國小

高雄市 許文慈 七賢國小

高雄市 吳唯睿 七賢國小

高雄市 鍾佳晏 七賢國小

高雄市 許維玲 七賢國小

臺北市 鍾喬涵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李瑩珊 建安國小

新竹市 林芷筳 竹大附小

新竹市 何明軒 竹大附小

嘉義市 王宇驊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林宥伶 大同國小

新北市 謝庭宇 新埔國小

新北市 林姿樺 自強國小

新北市 劉倚瑄 永平國小

新北市 劉宜倫 永平國小

新北市 許淳威 修德國小

新北市 莊皓亘 修德國小

新北市 黃子軼 淡水國小

臺南市 許昕妤 麻豆國小

臺南市 顏翊博 新進國小

臺中市 黃昭元 大元國小

臺中市 林子茵 大元國小

臺中市 彭景亮 大同國小

苗栗縣 張哲嘉 通霄國小

苗栗縣 曾韋文 通霄國小

屏東縣 王至芸 中正國小
屏東縣 陳彥榕 東隆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連江縣 陳仕凱 介壽國中小

桃園縣 李宸亦 石門國小

桃園縣 王楷維 復旦國小

桃園縣 劉乃云 大忠國小

桃園縣 呂霈臻 八德國小

桃園縣 張詠翔 新埔國小

花蓮縣 柯　毅 中正國小

基隆市 杜宜蓁 德和國小
宜蘭縣 張心妍 竹林國小

彰化縣 王鼎棋 和美國小

彰化縣 陳真司 民生國小

彰化縣 蕭嘉瑩 和美國小

高雄市 陳韻亘 福康國小

臺北市 郭宇瀚 玉成國小

臺北市 花若凡 吳興國小

臺北市 羅允岑 大龍國小

臺北市 曾書緯 國語實小

臺北市 呂姿瑩 忠義國小

臺北市 張宇希 濱江國小

臺北市 張鈞涵 靜心小學

臺北市 高卉蓁 大安國小

臺北市 戴秀芸 萬福國小

嘉義縣 葉芝妤 南新國小

嘉義縣 蔡依芮 過溝國小

嘉義縣 吳如軒 大同國小

雲林縣 廖育筠 雲林國小

雲林縣 紀珈紘 文光國小

新北市 岳承憲 溪洲國小

新北市 陳韞之 板橋國小

新北市 蔡承澍 榮富國小

新北市 李佩勳 興化國小

新北市 許妤亘 新莊國小

新北市 杜恩慈 中和國小

新北市 陳羿廷 中和國小

新北市 何冠葦 景新國小

新北市 周品岳 北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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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梁芳甄 北新國小

新北市 胡恩祺 直潭國小

新北市 黃佳茵 安坑國小

新竹縣 許瑾欣 光明國小

新竹縣 黃元昆 十興國小

新竹縣 彭照森 光明國小

臺南市 陳歆茹 安佃國小

臺南市 陳湘評 永福國小

臺南市 莊俊祐 崑山國小

臺中市 廖子帆 東興國小

屏東縣 梁綵玲 仁愛國小

屏東縣 潘瑋柏 仁愛國小

屏東縣 林郁芯 崇蘭國小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蔡丞恩 中壢國小

桃園縣 陳詣云 中壢國小

桃園縣 王尚敬 桃園國小

桃園縣 王　芯 桃園國小

花蓮縣 賴偲旻 中原國小

彰化縣 張紫妍 僑信國小

彰化縣 高群皓 僑信國小

彰化縣 楊舒晴 忠孝國小

高雄市 王采榆 七賢國小

高雄市 廖苡辰 林園國小

高雄市 黃文荻 屏山國小

臺北市 李維哲 民族國小

臺北市 羅安禾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鄧芳璉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周君桓 建安國小

新竹市 詹亦仙 竹大附小

嘉義市 白騏綸 大同國小

新北市 陳瑜安 新埔國小

新北市 姚驊真 新埔國小

新北市 曾禹嘉 新埔國小

新北市 林文誠 新埔國小

新北市 黃琬鈞 泰山國小

新北市 郭啟恩 永平國小

新北市 林宛萱 修德國小

新北市 陳昀葦 修德國小

新竹縣 吳若薇 新社國小

臺南市 陳致軒 立人國小

臺南市 陳羿錡 新進國小

臺中市 余峻瑋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陳胤儒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陳佩妤 大同國小

屏東縣 李宛芯 東隆國小

屏東縣 林安珈 潮州國小

屏東縣 王乙亘 中正國小

屏東縣 王如庭 東隆國小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連江縣 曹鳳汝 介壽國中

桃園縣 鄭晴予 復旦高中（國中部）

花蓮縣 邱亦琴 自強國中

花蓮縣 張　靖 花崗國中

花蓮縣 楊詠晴 國風國中

臺東縣 楊惟心 均一中小學

宜蘭縣 張任廷 羅東國中

彰化縣 黃閔楷 彰興國中

彰化縣 劉宜雯 陽明國中

彰化縣 林芳旻 彰泰國中

高雄市 陳渝軒 光華國中

高雄市 黃毓喬 青年國中

臺北市 邱子庭 民權國中

臺北市 郭咨宜 民權國中

臺北市 周禹丞 中正國中

臺北市 黃心慈 大安國中

臺北市 吳卓穎 萬芳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李昀洳 萬芳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陳家樂 復興中學（國中部）

臺北市 王品云 明德國中

臺北市 郭俞廷 天母國中

臺北市 黎妤俐 奎山國中

臺北市 林　彤 華興中學（國中部）

新竹市 曾冠瑜 三民國中

新竹市 倪采靖 竹科實中（國中部）

嘉義縣 陳品妤 民雄國中

嘉義市 羅駿篁 民生國中

嘉義市 李秉衡 蘭潭國中

新北市 林楷倫 溪崑國中

新北市 陳語萱 新莊國中

新北市 謝善如 新莊國中

新北市 游欣穎 福和國中

新北市 王羿婷 福和國中

新北市 陳毓穎 積穗國中

新北市 鍾　昊 崇光女中

新北市 王妍儒 蘆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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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臺婉喬 湖口高中（國中部）

新竹縣 林星妤 仁愛國中

臺南市 邱揚閔 學甲國中

臺南市 施夷潔 昭明國中

臺中市 林子筠 曉明女中（國中部）

臺中市 樊宥辰 大墩國中

臺中市 黃浩哲 弘文高中（國中部）

南投縣 陳振榮 大成國中

屏東縣 陳梓菱 明正國中

屏東縣 鄭恭明 東港高中（國中部）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張曉樺 楊梅國中

桃園縣 余紹平 桃園國中

臺東縣 劉弈絃 新生國中

基隆市 吳柏葳 安樂高中（國中部）

基隆市 蔡明娟 安樂高中（國中部）

基隆市 王亮勛 安樂高中（國中部）

宜蘭縣 方又芊 宜蘭國中

彰化縣 陳韻婷 溪湖國中

彰化縣 張乃元 明倫國中

彰化縣 郭家佑 明倫國中

彰化縣 蔡明軒 彰安國中

高雄市 黃思婷 光華國中

高雄市 林奕秀 光華國中

高雄市 林弈辰 五甲國中

高雄市 劉俞廷 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曾子寧 壽山國中

臺北市 葉照妃 五常國中

臺北市 陳韋辰 古亭國中

臺北市 許瑋哲 金華國中

臺北市 陳芷羚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李依樺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李莉婷 百齡高中（國中部）

新竹市 宋權祐 建華國中

雲林縣 張巧瑾 東南國中

雲林縣 龔芳瑩 東南國中

嘉義市 陳峻傑 蘭潭國中

新北市 賴鵬仁 新埔國中

新北市 鄭崴元 新埔國中

新北市 江澐澂 福和國中

新北市 丁柏奕 自強國中

新北市 李元方 中和國中

新北市 廖宇凡 中和國中

新北市 呂欣庭 淡水國中

新北市 謝志濬 三重高中

新北市 陳玉卿 淡水國中

新竹縣 蕭　邦 竹北國中

新竹縣 傅　安 竹東國中

臺南市 蔡睿霖 南新國中

臺南市 戴佳衍 南新國中

臺中市 張芸嘉 霧峰國中

臺中市 童佑詩 龍津國中

臺中市 李妍臻 豐陽國中

苗栗縣 林宜貞 興華高中（國中部）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呂致寧 桃園高中

桃園縣 易云暄 武陵高中

花蓮縣 邱彥慈 四維高中

宜蘭縣 林冠宇 宜蘭高商

宜蘭縣 張家瑗 頭城家商

彰化縣 胡書瑜 彰化女中

彰化縣 蘇翊豪 彰化高中

彰化縣 陳夢晴 正德高中

高雄市 黃加嘉 高雄女中

高雄市 徐敏馨 新莊高中

高雄市 黃　勻 鼓山高中

臺北市 郭芷昀 內湖高中

臺北市 邱俊維 華江高中

臺北市 柴喬軒 中山女中

臺北市 盧佳均 政大附中

臺北市 陳　昕 木柵高工

臺北市 周聖皓 再興中學

臺北市 吳婕妤 薇閣高中

臺北市 賴函恩 惇敘高工

臺北市 金多榮 泰北高中

新竹市 蔡睿霖 新竹高工

新竹市 官聲劦 新竹高中

雲林縣 廖宜嫻 虎尾高中

雲林縣 陳慈萱 麥寮高中

嘉義市 戴震東 嘉義高中

新北市 戴秀軒 華僑高中

新北市 林辰靜 華僑高中

新北市 陳玉儒 華僑高中

新北市 胡亞婷 恆毅高中

新北市 鄭聿秀 樹林高中

新北市 沈欣葳 中華商職

新北市 游智潔 雙溪高中

新北市 陳心凱 淡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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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楊珈茵 淡江高中

新竹縣 林宛渝 忠信高中

臺南市 顏怡侖 臺南女中

臺南市 陳宛妤 黎明高中

臺中市 林冠伶 嶺東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劉宇桓 西苑高中

臺中市 蔡秉軒 東大附中（高中部）

臺中市 黃芸婷 弘文高中

臺中市 紀汶潔 清水高中

苗栗縣 邱語婕 苑裡高中

南投縣 張耀恩 南投高中

南投縣 莊謹嘉 草屯商工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胡誠秀 南崁高中

桃園縣 袁宜婷 陽明高中

桃園縣 陳許郡 新興高中

花蓮縣 葉　曈 花蓮女中

基隆市 王家琛 二信高中

基隆市 謝存惠 基隆高中

彰化縣 張　芸 北斗家商

彰化縣 蔡宗翰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 陳詩鎔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 許芫瑜 彰化高商

高雄市 李志誠 東方設計學院

高雄市 蕭雅柔 中華藝校

臺北市 周楷倫 復興高中

臺北市 盧威佑 復興高中

臺北市 黃瀞融 泰北高中

臺北市 白詠馨 師大附中

臺北市 林益勤 泰北高中

臺北市 郭豐瑜 師大附中

臺北市 何信玲 泰北高中

臺北市 吳瑩珊 中正高中

雲林縣 林義陞 斗六家商

雲林縣 吳承諭 斗六高中

嘉義市 邱春華 華南高商

新北市 方浩驊 智光商工

新北市 施順中 復興商工

新北市 吳心宇 復興商工

新北市 林妤臻 能仁家商

臺南市 許瑋庭 臺南二中

臺中市 賴麒羽 豐原高中

臺中市 劉家勳 大明高中

臺中市 鄭宜珊 大明高中

臺中市 樊繼鈞 明道中學

臺中市 林芝頤 明道中學

臺中市 李昱德 臺中一中

臺中市 黃柏翔 臺中一中

臺中市 李盈蓁 臺中一中

苗栗縣 胡境芝 苗栗高中

苗栗縣 賴沛瑜 苑裡高中

苗栗縣 溫彥翔 苗栗高中

屏東縣 陳羿如 屏東高中

屏東縣 鍾雁容 屏東高中

■大專美術系

高雄市 廖　云 東方設計學院

高雄市 余宜柔 東方設計學院

臺北市 陳靜儀 臺北藝術大學

臺北市 蘇韋寧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 吳軒萱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 鍾佳雯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 蘇郁雯 臺灣師範大學

新北市 陳聖超 華梵大學

臺中巿 徐令穎 臺中科技大學

臺南市 陳恩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臺南市 許靜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臺南市 左妮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大專非美術系

臺北市 陳禾華 臺灣師範大學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曾之云 雙龍國小

桃園縣 蔡艾凌 會稽國小

澎湖縣 董瑜婕 風櫃國小

金門縣 吳玟葳 上岐國小

金門縣 吳雨桐 金湖國小

金門縣 莊金展 多年國小

臺東縣 賴彥智 三和國小

臺東縣 郭婉玲 溫泉國小

臺東縣 陳敬勇 三和國小

基隆市 陳柏宇 德和國小

宜蘭縣 洪筱晴 北成國小

高雄市 蘇家瑄 林園國小

高雄市 蘇家瑜 林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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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蔡喬恩 鳳翔國小

高雄市 蔡珺瓴 新甲國小

臺北市 郝道宣 成德國小

臺北市 謝芳婷 光復國小

臺北市 傅　昱 東門國小

臺北市 郭柏佑 薇閣國小

新竹市 蔡羽薰 青草湖國小

嘉義縣 韓守賢 景山國小

雲林縣 黃巧廷 北辰國小

嘉義市 曾翊承 博愛國小

新北市 蔣尚妤 文聖國小

新北市 葉晏妤 溪洲國小

新北市 趙呈杰 丹鳳國小

新北市 林亭儀 光華國小

新北市 欉力萍 秀朗國小

新北市 周品翰 景新國小

新北市 劉宸誥 頂溪國小

新北市 曾雯妍 昌福國小

新北市 林昱均 北新國小

新北市 陳意璇 三芝國小

新北市 黃歆淇 重陽國小

新竹縣 宋欣妮 康乃薾雙語中小學

新竹縣 方睿綦 新社國小

新竹縣 鄒皓丞 六家國小

臺南市 毛品茹 安佃國小

臺南市 羅意筠 東光國小

臺南市 徐可馨 東光國小

臺南市 沈慈恩 新進國小

臺中市 蔡秉羲 清水國小

苗栗縣 張廷瑋 客庄國小

屏東縣 江鳳儀 新園國小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劉軒齊 中壢國小

桃園縣 翁敏翎 桃園國小

宜蘭縣 黃　硯 成功國小

彰化縣 劉育豪 忠孝國小

高雄市 朱立平 七賢國小

高雄市 孫藝慈 林園國小

高雄市 吳念頤 林園國小

高雄市 陳可祐 林園國小

高雄市 胡志謙 屏山國小

高雄市 陳平翰 林園國小

高雄市 黃冠錦 林園國小

高雄市 謝家栩 屏山國小

高雄市 黃御堯 林園國小

臺北市 廖翊晴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文遠睿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李文凱 建安國小

臺北市 吳承祐 建安國小

新竹市 陳奕安 竹大附小

雲林縣 陳婷筑 元長國小

新北市 陶沛 泰山國小

新北市 丁兆新 泰山國小

新北市 廖秭莛 自強國小

新北市 駱凱原 永平國小

新北市 李畇萱 自強國小

新竹縣 曾敬媛 新社國小

臺南市 梁博竣 麻豆國小

臺南市 施宸羲 麻豆國小

臺中市 劉倍禎 大元國小

臺中市 李昀璇 大同國小

臺中市 廖紜汝 大同國小

臺中市 王　驥 大同國小

屏東縣 張簡敬倫 民和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縣 謝忠佑 西門國小

澎湖縣 邱蓉靖 文光國小

金門縣 呂芯如 多年國小

金門縣 楊治浩 中正國小

花蓮縣 廖宸昊 康樂國小

臺東縣 龔　琮 東大附小

臺東縣 賴芊柔 東大附小

彰化縣 蔡幸恩 北斗國小

高雄市 陳韻如 福康國小

高雄市 李育彰 七賢國小

高雄市 林彥均 四維國小

高雄市 石珮慈 砂崙國小

高雄市 楊　清 新光國小

高雄市 謝佩紜 博愛國小

臺北市 陳彥嘉 東湖國小

臺北市 鄭逸凡 光復國小

臺北市 陳品潔 永樂國小

臺北市 周純安 老松國小

臺北市 葉　穎 景興國小

臺北市 林　漢 復興小學

臺北市 許維琍 華興小學

臺北市 張子儀 士林國小

新竹市 陳家寅 東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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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林照為 鹿滿國小

雲林縣 方妤涵 立仁國小

新北市 王秉宸 文聖國小

新北市 周　彤 民安國小

新北市 黃仲辰 丹鳳國小

新北市 陳昕妤 積穗國小

新北市 張中維 永定國小

新北市 林奕萱 三重國小

新北市 吳宜瑾 重陽國小

新竹縣 陳冠宇 光明國小

臺南市 林宥妏 大新國小

臺南市 游婷婷 南大附小

臺南市 馮　勻 永福國小

臺中市 蔡宜芳 清水國小

臺中市 王繹綸 文昌國小

臺中市 林岑樺 日南國小

苗栗縣 許雅晴 建國國小

苗栗縣 凌楷哲 建功國小

屏東縣 許修銘 東隆國小

屏東縣 鄭品寧 東隆國小

屏東縣 林昱宏 中正國小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詹翊筠 中壢國小

桃園縣 袁敏軒 中壢國小

桃園縣 許郁婕 桃園國小

桃園縣 簡甄誼 桃園國小

花蓮縣 曾亮頤 中原國小

宜蘭縣 林玉芙 成功國小

宜蘭縣 江佳慧 中山國小

宜蘭縣 莊謹渝 中山國小

彰化縣 鄧絜予 忠孝國小

彰化縣 蘇上瑄 忠孝國小

高雄市 陳怡閔 林園國小

高雄市 蔡凱任 七賢國小

高雄市 劉奕廷 七賢國小

高雄市 林筠芸 鳳西國小

高雄市 陳柏萱 屏山國小

高雄市 魏貞宜 鳳西國小

臺北市 黃晨嘉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邱千芸 建安國小

臺北市 楊宗諺 建安國小

新北市 林宥廷 自強國小

新北市 陳德珊 自強國小

新北市 王允琦 淡水國小

新竹縣 葉念築 新社國小

新竹縣 黃壬煜 新社國小

新竹縣 吳若薇 新社國小

臺南市 陳依琳 立人國小

臺中市 劉芳君 大元國小

臺中市 廖依萱 大元國小

臺中市 張苙烜 大同國小

臺中市 李佳軒 順天國小

苗栗縣 張雲雅 頭份國小

屏東縣 陳姿廷 中正國小

屏東縣 何恬緯 中正國小

■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縣 李文心 復旦高中（國中部）

桃園縣 孫明瑋 復旦高中（國中部）

花蓮縣 古　耘 花崗國中

臺東縣 王呈翔 東海國中

基隆市 葉哲佑 二信高中（國中部）

宜蘭縣 張馨元 員山國中

宜蘭縣 陳之勤 壯圍國中

宜蘭縣 莊文翔 員山國中

高雄市 何甄真 苓雅國中

高雄市 潘一帆 正義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彭　璐 龍華國中

高雄市 紀東佑 三民國中

高雄市 陳胤竹 明華國中

高雄市 陳琬勻 三民國中

高雄市 陳詠喻 明華國中

高雄市 林子傑 右昌國中

臺北市 蔡函恩 敦化國中

臺北市 宋庭逸 興雅國中

臺北市 洪品韻 南門國中

臺北市 郭怡辰 景美國中

臺北市 許家甄 實踐國中

臺北市 趙恩萱 仁愛國中

臺北市 林鈺庭 薇閣高中（國中部）

新竹市 張羽恒 建華國中

新竹市 廖育瑩 光華國中

嘉義縣 李沛逸 朴子國中

嘉義縣 歐芷琪 朴子國中

嘉義縣 胡綺庭 朴子國中

嘉義縣 楊卉秋 朴子國中

雲林縣 蕭昕穎 東南國中

嘉義市 李慧君 北興國中

嘉義市 蔡佳蓉 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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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張綺紋 福營國中

新北市 唐婷柔 永和國中

新北市 林郁欣 瑞芳國中

新北市 王嘉芊 瑞芳國中

新北市 楊凱淇 金陵女中

新竹縣 劉懿邦 博愛國中

臺南市 呂宗祐 建興國中

臺南市 林其緯 民德國中

臺南市 吳冠璇 南新國中

臺南市 張芮綺 復興國中

臺中市 羅渝傑 僑泰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吳紫熒 黎明國中

臺中市 吳紫維 黎明國中

臺中市 謝和書 崇德國中

臺中市 陳億珉 大甲國中

臺中市 陳宣翰 順天國中

屏東縣 陳鳳儀 琉球國中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古逸萱 楊梅國中

桃園縣 楊晴雯 中壢國中

花蓮縣 陳韋彤 國風國中

宜蘭縣 許鎧鑠 宜蘭國中

宜蘭縣 游貽鈞 東光國中

宜蘭縣 楊捷宣 宜蘭國中

高雄市 楊文嘉 道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陳羿君 三民國中

高雄市 謝皓鈞 壽山國中

高雄市 曾家瑩 壽山國中

高雄市 辛康華 三民國中

高雄市 林奇穎 林園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陳育群 五常國中

臺北市 陳芃立 金華國中

臺北市 陳思羽 金華國中

嘉義縣 許玉怡 朴子國中

嘉義縣 雷宜蓓 朴子國中

雲林縣 廖書瑤 東南國中

雲林縣 許萱郁 東南國中

新北市 陳泑彣 新埔國中

新北市 籃可芸 福和國中

新北市 劉洸羽 泰山國中

新北市 廖宇凡 中和國中

新北市 杜壽慈 中和國中

新北市 藍羽頡 自強國中

新北市 唐　榕 崇光女中

新北市 劉恩霈 崇光女中

新北市 胡品嫻 崇光女中

新北市 楊宛臻 崇光女中

新北市 萬宣妤 崇光女中

新北市 黃亭珊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許芠婕 三重高中（國中部）

新竹縣 古鎧語 竹東國中

臺南市 謝承峰 麻豆國中

臺南市 蔡承運 永康國中

臺南市 饒瑾瑄 新市國中

臺南市 胡竣翔 永康國中

臺中市 劉　沁 五權國中

臺中市 郭逸玲 霧峰國中

臺中市 王筠婷 大甲國中

臺中市 張欣諭 大華國中

臺中市 呂孟玹 大甲國中

臺中市 徐硯筠 豐陽國中

南投縣 張竣凱 南投國中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宇善筠 中壢高中

桃園縣 池枻龍 中壢高中

桃園縣 朱曼菲 復旦高中

桃園縣 陳冠廷 陽明高中

桃園縣 吳思佑 大園高中

花蓮縣 吳芷瑩 花蓮女中

臺東縣 柯佳偉 公東高工

臺東縣 明　心 臺東高商

宜蘭縣 陳威郡 慧燈中學

彰化縣 黃筱暄 彰化高商

高雄市 高于晴 高雄高商

高雄市 林怡汝 海青工商

臺北市 龔昕頤 大安高工

臺北市 范予熙 延平高中

臺北市 蔡幸蓉 泰北高中

臺北市 林庭安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莊釉清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賴思宇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謝心語 協和工商

臺北市 連瑀琁 松山商職

臺北市 劉承哲 協和工商

臺北市 吳姿穎 華江高中

新竹市 張育瑄 光復高中

雲林縣 謝　佾 虎尾農工

雲林縣 卓品妤 正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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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林郁軒 斗南高中

雲林縣 廖羿菁 正心中學

嘉義市 蔡雅雯 嘉華中學

嘉義市 張羽汶 嘉義女中

新北市 張逸瑋 海山高中

新北市 宋孟芸 泰山高中

新北市 李佩儒 明德高中

新北市 周筱庭 明德高中

新北市 吳嘉羚 中和高中

新北市 張　嘉 三民高中

臺南市 林頤宣 永仁高中

臺中市 黃鈺茹 臺中女中

臺中市 林聖庭 明道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許尹亭 弘文高中

臺中市 陳郁吟 弘文高中

南投縣 胡少銘 竹山高中

屏東縣 蔡依岑 來義高中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戴季華 育達高中

桃園縣 謝孟融 育達高中

桃園縣 李懿中 育達高中

桃園縣 許晶晶 振聲高中

基隆市 陳品均 二信高中

基隆市 王仲安 二信高中

基隆市 王靖惠 二信高中

彰化縣 林承舉 彰化高商

高雄市 吳佳真 中華藝校

高雄市 楊絜甯 鼓山高中

高雄市 陳宣如 高雄高商

高雄市 王心緹 鳳新高中

高雄市 吳中濬 鳳新高中

臺北市 黃鈞奕 松山高商

臺北市 林宇君 協和工商

臺北市 莊富傑 開南商工

臺北市 林聖璋 開南商工

臺北市 王巧臻 景文高中

臺北市 林雅莉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謝尚斌 泰北高中

臺北市 林裳嫻 泰北高中

雲林縣 曾喜真 大成商工

雲林縣 張惠瑄 大成商工

嘉義市 廖資雯 嘉義高商

嘉義市 邱春華 華南高商

新北市 洪彩鍶 豫章工商

新北市 賴虹均 豫章工商

新北市 林宜汝 復興商工

新北市 蔡佳琇 能仁家商

新北市 張瀞文 淡江高中

新竹縣 鄭湘羽 忠信高中

新竹縣 呂妏蕙 義民高中

臺南市 陳妤柔 後壁高中

臺南市 沈宜萱 後壁高中

臺中市 蕭凱勛 大明高中

臺中市 林鴻蕙 大明高中

臺中市 張雅筑 新民高中

苗栗縣 呂庭萱 苗栗高中

南投縣 謝旻宜 竹山高中

■大專美術系

高雄市 王昌振 東方設計學院

新北市 陳巍中 亞東技術學院

臺北市 謝佩蓁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臺北市 曾郁惠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新竹市 曾嘉年 玄奘大學

彰化市 陳亭吟 建國科技大學

新北市 吳宜蓁 臺灣藝術大學

花蓮縣 林君翰 東華大學

■大專非美術系

宜蘭縣 陳思陵 蘭陽技術學院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蔡瑋倫 興仁國小

桃園縣 彭榆萱 楊光國中（國小部）

金門縣 吳玟葳 上岐國小

金門縣 王家芸 上岐國小

花蓮縣 簡立宸 中原國小

花蓮縣 栢怡婷 春日國小

臺東縣 劉子齊 新生國小

臺東縣 宋昱萱 新生國小

彰化縣 張恩齊 僑信國小

高雄市 陳可祐 林園國小

高雄市 陳玫均 七賢國小

高雄市 邱芊瑜 鳳西國小

高雄市 陳蘊慈 新民國小

臺北市 湯宗霖 民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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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陳柔君 南湖國小

臺北市 汪子翔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沈韋彤 中正國小

臺北市 王硯澤 東門國小

臺北市 方子綺 新民國小

新竹市 林裕哲 竹大附小

新竹市 王郁曦 新竹國小

嘉義縣 吳旻嵐 六腳國小

嘉義市 陳夆銘 大同國小

嘉義市 黃寀芳 世賢國小

臺商學校 施恒溱 東莞臺商學校

新北市 張辰溦 莒光國小

新北市 蘇彥呈 瑞平國小

新北市 王乙捷 裕民國小

新北市 楊宜穎 思賢國小

新北市 陳沛筠 丹鳳國小

新北市 魏伶倢 及人小學

新竹縣 黃俊翔 松林國小

臺南市 陳俞臻 新南國小

臺南市 蘇柏碩 億載國小

臺中市 張睿哲 東勢國小

臺中市 劉致瑋 大同國小

臺中市 楊秉叡 大同國小

臺中市 趙晨翔 建國國小

臺中市 廖晨展 四維國小

臺中市 林琦芳 順天國小

臺中市 吳宜璟 順天國小

臺中市 林依勳 南陽國小

臺中市 李宜蓁 日南國小

苗栗縣 林佳妤 五福國小

屏東縣 許閔盛 崇蘭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縣 巫怡萱 林森國小

桃園縣 簡睿萱 中山國小

桃園縣 蕭宇倫 大勇國小

桃園縣 溫睿涵 大成國小

桃園縣 張逸雯 同德國小

花蓮縣 楊晴如 中原國小

臺東縣 楊子人 新生國小

宜蘭縣 顏涓楷 清溝國小

宜蘭縣 趙采薰 公正國小

彰化縣 陳柏蓁 忠孝國小

高雄市 陳韻亘 福康國小

高雄市 蔡孟孜 高師大附中（國小部）

高雄市 龍芊瑜 龍華國小

高雄市 蘇靜恩 加昌國小

高雄市 張昱星 加昌國小

高雄市 孫莉宣 龍華國小

高雄市 王宣棋 十全國小

高雄市 陳俐妤 龍華國小

臺北市 顏采緗 五常國小

臺北市 藍宥棋 中正國小

臺北市 顏伶霓 建安國小

臺北市 楊茹茵 仁愛國小

臺北市 洪珮芸 士林國小

臺北市 王嘉慶 天母國小

臺北市 池蕙如 文化國小

新竹市 歐仁傑 竹科實中（國小部）

新竹市 林子恩 竹大附小

新竹市 杜立禾 竹大附小

雲林縣 林瑀辰 南陽國小

雲林縣 林琮祐 福智國小

新北市 林廷真 永平國小

新北市 鄭　昀 自強國小

新北市 梁芳甄 北新國小

新北市 林宛萱 修德國小

新北市 彭葳葳 重陽國小

臺南市 魏韻純 新進國小

臺南市 陳奕婷 東光國小

臺南市 陳思伃 永福國小

臺中市 楊昀萱 臺中教大實小

臺中市 洪君帖 賴厝國小

臺中市 姜知言 大同國小

臺中市 林展鐸 文心國小

苗栗縣 蘇芸彤 大同國小

南投縣 蕭嘉柔 北投國小

屏東縣 鍾嘉欣 仁愛國小

■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縣 翁尹珊 石門國中

桃園縣 留瑞蓴 建國國中

基隆市 陳思穎 中正國中

宜蘭縣 許書寧 羅東國中

宜蘭縣 商辰莘 復興國中

彰化縣 林俞廷 彰安國中

彰化縣 蔡以真 彰興國中

高雄市 徐偉晉 正興國中

臺北市 李佩穎 三民國中

臺北市 劉書羽 大直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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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黃亭綺 天母國中

臺北市 劉宇珊 天母國中

臺北市 曾珮庭 薇閣高中

新竹市 葉亭葦 竹光國中

嘉義縣 謝湘琪 東榮國中

嘉義縣 翁筠惠 義竹國中

雲林縣 黃郁紋 東南國中

雲林縣 丁巧倫 崇德國中

雲林縣 蘇家禾 北港國中

嘉義市 �曾于晏 宏仁女中

臺商學校 胡菁蘋 東莞臺商學校

新北市 趙禹媗 中山國中

新北市 黃翎榛 中山國中

新北市 羅尹圻 鶯歌國中

新北市 曾昭惠 永和國中

新北市 鍾淯全 文山國中

新北市 林琮哲 淡江中學

臺南市 邱揚閔 學甲國中

臺南市 洪瑋澤 和順國中

臺南市 林威廷 安平國中

臺南市 黃星橋 民德國中

臺南市 王政硯 建興國中

臺南市 吳冠璇 南新國中

臺中市 劉姿妤 立人國中

臺中市 詹凡顥 東勢國中

臺中市 劉子誼 大業國中

臺中市 蕭珮珊 龍井國中

苗栗縣 周宜潔 通霄國中

苗栗縣 林玟伶 照南國中

南投縣 黎柏麟 宏仁國中

屏東縣 蔡瀚文 潮州國中

屏東縣 張雅鈞 南榮國中

屏東縣 葉人豪 東港高中（國中部）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梁庭禎 桃園國中

桃園縣 張詩君 桃園國中

花蓮縣 張卉宣 國風國中

花蓮縣 徐　歡 國風國中

彰化縣 陳宥限 溪湖國中

彰化縣 詹育權 明倫國中

高雄市 廖子騰 道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謝宇泉 壽山國中

高雄市 楊曜華 旗山國中

高雄市 王思涵 壽山國中

高雄市 謝秉穎 三民國中

高雄市 林奕辰 五甲國中

高雄市 陳宜家 道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張瓈云 光華國中

高雄市 曾子寧 壽山國中

高雄市 薛瑜靚 三民國中

高雄市 吳沁頤 壽山國中

高雄市 吳佩珊 光華國中

臺北市 鍾文典 五常國中

臺北市 丁品洋 古亭國中

臺北市 凌倫翎 古亭國中

臺北市 李亞儒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李莉婷 百齡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劉柏宏 百齡高中（國中部）

新竹市 傅于珊 建華國中

嘉義縣 翁才馥 義竹國中

雲林縣 廖彥齊 東南國中

雲林縣 許名緯 東南國中

嘉義市 莊曜宇 蘭潭國中

新北市 江澐澂 福和國中

新北市 蔡東佑 泰山國中

新北市 丁柏奕 自強國中

新北市 任亭瑀 崇光女中

新竹縣 羅云彤 竹北國中

新竹縣 藍永荃 竹北國中

臺南市 廖雯婕 民德國中

臺南市 郝貞愛 民德國中

臺南市 郭佳琳 南新國中

臺中市 呂玟瑾 四箴國中

臺中市 劉柏承 至善國中

臺中市 鄭筑檄 大甲國中

苗栗縣 黃　亭 通霄國中

苗栗縣 黃筠婷 明仁國中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詹婷安 南崁高中

桃園縣 楊雅涵 振聲高中

桃園縣 龍亭君 陽明高中

基隆市 徐悅珊 二信高中

彰化縣 曾若媖 溪湖高中

彰化縣 施怡綺 正德高中

彰化縣 張祐瑄 溪湖高中

高雄市 張謹媛 中正高中

高雄市 汪妤庭 鳳新高中

高雄市 黃暐婷 鳳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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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施力嘉 三民高中

高雄市 黃愛德 中山高中

臺北市 李孟儒 成功高中

臺北市 張晏領 明倫高中

臺北市 高　瑄 景美女中

臺北市 廖亭安 泰北高中

臺北市 鄭光晴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謝瑋珍 泰北高中

臺北市 謝依珊 泰北高中

臺北市 張為華 中正高中

新竹市 蔣采妮 新竹高工

嘉義縣 涂容禎 東石高中

雲林縣 吳承霖 正心中學

嘉義市 蔡明均 嘉義高中

嘉義市 蔡沛容 嘉義女中

嘉義市 吳昌胤 興華中學

新北市 廖文敬 安康高中

新北市 汪湘荃 新北高中

新竹縣 黎芷芸 忠信高中

新竹縣 裘詠晴 竹東高中

臺南市 顏怡侖 臺南女中

臺南市 康馨文 臺南女中

臺中市 黃諺哲 東大附中（高中部）

臺中市 童詩涵 清水高中

南投縣 林子勻 中興高中

南投縣 王佳鈺 中興高中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李辰宜 陽明高中

桃園縣 黃瀚霆 陽明高中

花蓮縣 朱明美 花蓮女中

臺東縣 李羅開昫 臺東女中

基隆市 林　芃 基隆高中

宜蘭縣 吳奕蓁 宜蘭高中

宜蘭縣 陳俞君 宜蘭高中

彰化縣 許淳珺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 黃柏甄 彰化藝術高中

高雄市 許守志 高雄高工

高雄市 劉盈君 中華藝校

高雄市 陳昱樺 東方設計學院

高雄市 何冠蓉 高雄高商

臺北市 魏均勵 復興高中

臺北市 趙俞宣 復興高中

臺北市 胡銜文 師大附中

臺北市 劉芸汝 師大附中

臺北市 陳冠寧 中正高中

臺北市 李　妮 中正高中

雲林縣 邱博楷 斗六高中

雲林縣 林芃序 斗六高中

雲林縣 蘇育井 斗六高中

嘉義市 蘇亭方 嘉義高中

新北市 施彥如 智光商工

新北市 林育萱 智光商工

新北市 陳勇豪 智光商工

新北市 蔡芸瑄 復興商工

新北市 張瑋倫 復興商工

新北市 余蕙如 永平高中

新北市 鍾子涵 永平高中

新竹縣 陳欣宜 義民高中

臺南市 陳姝妘 新營高中

臺南市 盧玟伶 臺南二中

臺中市 王昱超 大明高中

臺中市 陳家邦 豐原高中

臺中市 張安妮 臺中一中

臺中市 鄭晴方 臺中一中

臺中市 洪育暄 臺中一中

屏東縣 許峰銘 屏東高中

■大專美術系

臺南市 連家妤 長榮大學

新北市 張賀淳 臺灣藝術大學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林品妤 雙龍國小

桃園縣 邱子洵 桃園國小

宜蘭縣 陳　昕 柯林國小

高雄市 李昱承 鳳西國小

高雄市 陳孟汝 文山國小

高雄市 阮培甄 忠孝國小

高雄市 郭　昱 加昌國小

高雄市 蔡函諭 新上國小

高雄市 余映均 新民國小

高雄市 黃琬喬 壽天國小

臺北市 陳蓁蓁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呂宗運 光復國小

臺北市 黃昱甄 國語實小

臺北市 張耀容 靜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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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王榕濤 景興國小

臺北市 李柏廷 建安國小

臺北市 楊豐宇 三玉國小

臺北市 林亮羽 薇閣國小

雲林縣 林勖恩 公誠國小

嘉義市 李昀庭 文雅國小

新北市 王乙蓁 溪洲國小

新北市 湯宗穎 溪洲國小

新北市 林藝欣 溪洲國小

新北市 吳政勳 新泰國小

新北市 金育潔 光華國小

新北市 陳芊妤 思賢國小

新北市 張睿軒 彭福國小

新北市 王宇馨 鶯歌國小

新北市 高宇擎 長安國小

新竹縣 徐千惠 新湖國小

新竹縣 羅可軒 關西國小

臺南市 李宥萱 安平國小

臺中市 楊睿展 大里國小

臺中市 柯岱廷 大里國小

臺中市 方印寬 大里國小

臺中市 林宛妤 東興國小

臺中市 張博安 永安國小

臺中市 劉亦庭 龍泉國小

臺中市 楊智涵 南陽國小

臺中市 余佳蓁 三和國小

南投縣 林　容 草屯國小

南投縣 蕭芸婷 虎山國小

屏東縣 顏　甄 忠孝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縣 林廷容 雙龍國小

花蓮縣 邱子宸 玉里國小

花蓮縣 黃自然 玉里國小

花蓮縣 張雅如 玉里國小

彰化縣 曾筑翎 南郭國小

彰化縣 王昱婷 員林國小

彰化縣 劉力瑄 南郭國小

高雄市 陳怡閔 林園國小

高雄市 陳芊涵 鳥松國小

高雄市 涂竣瑋 中山國小

高雄市 黃郁棋 信義國小

高雄市 洪郁茹 前金國小

高雄市 余宥霆 新民國小

高雄市 陳焌瑋 楠梓國小

高雄市 涂欣玉 後勁國小

高雄市 許惠昕 莊敬國小

臺北市 陳　睿 舊莊國小

臺北市 陳翊心 天母國小

雲林縣 涂秉豐 饒平國小

嘉義市 蔡宛素 蘭潭國小

嘉義市 黃千瑜 崇文國小

嘉義市 潘文楨 博愛國小

新北市 鄭筠羲 廣福國小

新北市 陳恩宇 信義國小

新北市 秦筱媃 泰山國小

新北市 張鈞皓 新泰國小

新北市 施羽凡 同榮國小

新北市 蕭羽媜 新泰國小

新北市 林勻婷 二橋國小

新北市 許書婷 雙峰國小

新竹縣 廖思品 大同國小

臺南市 嚴承廷 慈濟高中（國小部）

臺南市 吳季祐 永康國小

臺中市 何芮妮 立人國小

臺中市 陳政錡 西寧國小

臺中市 趙奕婷 龍泉國小

臺中市 謝芯蕙 龍峰國小

臺中市 蔡昀庭 陳平國小

臺中市 陳珈妤 岸裡國小

苗栗縣 紀承佐 頭份國小

南投縣 劉芸禎 埔里國小

南投縣 陳泓宇 南投國小

屏東縣 楊少棋 高樹國小

屏東縣 利宜芹 鹽埔國小

■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縣 宋佳儀 中壢國中

桃園縣 李冠翰 復旦高中

桃園縣 顏珮容 大成國中

桃園縣 張睿頡 建國國中

彰化縣 賴忠毅 社頭國中

彰化縣 許家葦 精誠中學

彰化縣 許芳瑜 彰安國中

高雄市 郭宇晴 鳳西國中

高雄市 陳昱佑 橋頭國中

高雄市 陳敬和 鳥松國中

高雄市 林昱全 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楊謹豪 前峰國中

高雄市 黃佩瑩 明華國中

new_102_0411全美得獎專輯-序文-評審名單.indd   22 2014/4/16   上午 10:01:40



入
選
名
單

023

高雄市 李佳芸 岡山國中

高雄市 陳彥蓉 正興國中

高雄市 黃詩容 右昌國中

高雄市 陳品豪 右昌國中

臺北市 李汪禹 敦化國中

臺北市 顏里真 民生國中

臺北市 謝皓叡 敦化國中

臺北市 陳彥廷 北安國中

臺北市 丁紀元 中正國中

臺北市 李冠儀 延平高中

臺北市 繆宜軒 金華國中

臺北市 張　詠 衛理女中

嘉義縣 丁昱淳 民雄國中

新北市 林楷倫 溪崑國中

新北市 鄭楷滌 清水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楊博仁 佳林國中

新北市 余遠岫 丹鳳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 鍾昀容 五股國中

新北市 吳家恩 新泰國中

新北市 黃雋寰 三多國中

新北市 林韋汝 五峰國中

新北市 孫語彤 崇光女中

新北市 黃詩雅 碧華國中

臺南市 莊博翔 長榮中學

臺南市 黃品慈 聖功女中

臺中市 黃奕璇 福科國中

臺中市 葉沛鑫 大道國中

臺中市 陳羿銘 清泉國中

苗栗縣 黃大維 竹南國中

南投縣 鍾雅琪 宏仁國中

屏東縣 翁婕綾 中正國中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古詠涵 楊梅國中

桃園縣 李育涵 自強國中

桃園縣 陳彥如 中壢國中

宜蘭縣 林采穎 宜蘭國中

彰化縣 潘冠綺 明倫國中

高雄市 方品媛 嘉興國中

高雄市 張簡依萱 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董芳妤 五甲國中

高雄市 黃志祥 三民國中

高雄市 張律揚 道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洪孟筠 五甲國中

高雄市 王詠琦 鳳山國中

臺北市 何秉軒 五常國中

臺北市 陳琪崴 古亭國中

臺北市 陳芷羚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李翊禾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楊涵君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李儀柔 百齡高中

新竹市 李嘉晏 建華國中

嘉義縣 葉姿妤 新港國中

嘉義縣 李珮慈 朴子國中

雲林縣 黃昱宸 東南國中

嘉義市 劉　俊 蘭潭國中

新北市 方永貞 新埔國中

新北市 盧美如 新埔國中

新北市 高珮珈 新埔國中

新北市 劉洸羽 泰山國中

新北市 林亭均 中和國中

新北市 李　昕 崇光女中

新北市 李　晴 崇光女中

新竹縣 鄭勻禎 竹北國中

臺南市 楊謦瑜 永康國中

臺中市 林孟儒 霧峰國中

臺中市 王家佑 龍津國中

臺中市 蔡秉翰 大甲國中

苗栗縣 羅士展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黃宥儒 興華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郭日甄 君毅高中（國中部）

南投縣 阮唯昕 南投國中

南投縣 高　定 南投國中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闕紹森 內壢高中

彰化縣 鄭家羽 鹿港高中

彰化縣 曾鈺淋 溪湖高中

彰化縣 張哲瑋 員林高中

高雄市 張涵鈞 高雄女中

高雄市 陳立夫 鳳山高中

高雄市 吳宛蓉 道明高中

高雄市 吳念芸 高雄女中

高雄市 陳孟謙 文山高中

高雄市 莊秉宏 鳳新高中

高雄市 李欣鴻 高雄高工

高雄市 陳玟璇 高雄高工

高雄市 鐘宇婕 左營高中

高雄市 廖重嘉 高雄高工

臺北市 劉彥妘 松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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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魏于絜 松山高商

臺北市 陳亭宇 松山高中

臺北市 李芝芸 中山女高

臺北市 莊沐蓉 復興中學

臺北市 李汶豈 復興中學

臺北市 郭懿葶 中正高中

臺北市 王鼎鈺 中正高中

新竹市 胡家瑜 新竹女中

新北市 王宣懿 板橋高中

新北市 郭　晏 新莊高中

新北市 邱靖雅 丹鳳高中

新北市 林嘉柔 明德高中

新北市 馮芝毓 中和高中

新北市 徐祥恩 安康高中

新北市 廖國任 新店高中

新北市 謝憫震 新北高中

臺南市 陳冠樺 黎明高中

臺中市 蔣承穎 豐原高中

臺中市 張喬涵 大里高中

臺中市 林格曼 僑泰高中

臺中市 黃宇涵 文華高中

臺中市 宋瑋倫 西苑高中

臺中市 蔡嘉洋 臺中高工

南投縣 林文偃 暨大附中

屏東縣 賴昱辰 屏東高中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馬于婷 平鎮高中

桃園縣 蔡　萍 內壢高中

桃園縣 何笠綿 陽明高中

桃園縣 翁子媛 陽明高中

彰化縣 林格釩 彰化藝術高中

彰化縣 陳盈瑾 彰化藝術高中

高雄市 白育瑄 樹德家商

高雄市 吳中濬 鳳新高中

高雄市 許鈺鑫 中華藝校

高雄市 王心緹 鳳新高中

高雄市 黃怡蓁 東方設計學院

高雄市 宋晋瑋 鳳新高中

臺北市 陳　安 明倫高中

臺北市 陳　葳 明倫高中

臺北市 許糴凡 復興高中

臺北市 張文菀 師大附中

臺北市 蘇逸萱 師大附中

臺北市 郭語喬 中正高中

臺北市 林芝萱 中正高中

嘉義市 林奕辰 嘉義高商

新北市 高薛采容 新莊高中

新北市 蕭雅方 復興商工

新北市 黃思穎 復興商工

新北市 宮韻涵 復興商工

新北市 陸靖芸 復興商工

新竹縣 王思穎 忠信高中

新竹縣 高嘉宏 義民高中

臺南市 邱普音 崑山中學

臺南市 郭柏毅 臺南二中

臺中市 葉書羽 明德女中（高中部）

臺中市 劉念儒 臺中一中

臺中市 鄭筠晏 臺中一中

苗栗縣 練于甄 苗栗高中

南投縣 李聖輝 竹山高中

屏東縣 嚴怡婷 大同高中

■大專美術系

新竹縣 李亭佑 中國科技大學

新北市 蔡佳妤 臺灣藝術大學

臺南市 陳紀安 臺南大學

■大專非美術系

高雄市 許曉君 高雄師範大學

嘉義市 柯昱任 嘉義大學

嘉義市 盧姵伊 嘉義大學

臺中市 林子皓 弘光科技大學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曾之云 雙龍國小

桃園縣 鄭冠儒 文山國小

金門縣 黃沛婷 多年國小

金門縣 呂佳欣 柏村國小

臺東縣 黃鈺普 馬蘭國小

宜蘭縣 尤叡婷 學進國小

彰化縣 詹雅筑 僑信國小

彰化縣 尤姿蓉 頂番國小

高雄市 歐嘉芊 鼓山國小

臺北市 黃宇涵 博愛國小

臺北市 宋柏呈 永吉國小

臺北市 鍾亦涵 五常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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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周湘庭 新民小學

臺北市 郭聿芯 古亭國小

臺北市 葉家瑜 薇閣小學

臺北市 施炫宇 薇閣小學

新竹市 蕭輔辰 竹大附小

新竹市 劉書羽 曙光小學

嘉義縣 韓守賢 景山國小

嘉義縣 黃居宏 南新國小

雲林縣 丁玟伶 僑真國小

嘉義市 吳若揚 大同國小

嘉義市 陳夆銘 大同國小

新北市 林品薰 文聖國小

新北市 陳韵仁 新埔國小

新北市 林宜瑭 新埔國小

新北市 施欣妤 榮富國小

新北市 陳孜瑜 泰山國小

新北市 郭騏維 桃子腳國中小

新北市 陳佳郁 樹林國小

新北市 黃薇臻 樹林國小

新北市 楊易學 青山國中小

新北市 李宛宸 蘆洲國小

新北市 陶昌璞 蘆洲國小

新北市 王翊翔 仁愛國小

新北市 林君容 仁愛國小

新北市 張葳安 仁愛國小

臺南市 蔡雨寯 樹人國小

臺南市 謝嘉怡 樹人國小

臺南市 王柏勻 南大附小

臺南市 林建宏 樹人國小

臺中市 陳鵬元 大元國小

臺中市 李昀璇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黃翊婷 順天國小

南投縣 陳韋智 千秋國小

南投縣 陳季優 名間國小

南投縣 陳弘揚 漳興國小

屏東縣 許閎善 民和國小

屏東縣 許弘願 民和國小

■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縣 林伯叡 石門國小

金門縣 吳旻真 多年國小

宜蘭縣 李弘凱 順安國小

宜蘭縣 王冠甯 成功國小

彰化縣 王鼎棋 和美國小

彰化縣 楊惇翔 僑信國小

彰化縣 魏榮穎 僑信國小

高雄市 李承蓁 福誠國小

高雄市 黃彥智 信義國小

高雄市 陳姿妤 鳥松國小

高雄市 林彥均 四維國小

高雄市 陳品潔 博愛國小

高雄市 王靖雅 新光國小

臺北市 馮鈞皓 光復國小

臺北市 金詩芩 光復國小

臺北市 侯米朵 永吉國小

臺北市 林靖倢 五常國小

臺北市 溫　晴 景興國小

臺北市 盧柏瑜 復興小學

新竹市 林盈婕 竹大附小

嘉義縣 黃柏維 太保國小

雲林縣 葉昱群 安慶國小

雲林縣 吳柏緯 安慶國小

新北市 曾鈺婷 後埔國小

新北市 戴君澔 昌平國小

新北市 邱于倫 榮富國小

新北市 劉慶宜 榮富國小

新北市 楊茂辰 武林國小

新北市 陳　葳 自強國小

新北市 黃千瑜 北新國小

新北市 周品岳 北新國小

新北市 張軒誠 淡水國小

新北市 范少華 淡水國小

新北市 蔡馨瑩 鷺江國小

新竹縣 陳芷�姸 博愛國小

臺南市 呂文豪 立人國小

臺南市 江佑杰 南大附小

臺南市 陳俊華 樹人國小

臺中市 翁鈺哲 大元國小

臺中市 徐小蓮 大元國小

臺中市 陳奕憲 大同國小

臺中市 廖芷瓔 文山國小

臺中市 朱哲毅 清水國小

臺中市 朱品瑄 文昌國小

臺中市 張庭齊 大甲國小

臺中市 李佳軒 順天國小

苗栗縣 呂姮諭 客庄國小

南投縣 廖柏翔 廣福國小

屏東縣 馬旻希 民和國小

屏東縣 黃韻竹 中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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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縣 陳昱晴 龜山國中

花蓮縣 吳念儒 國風國中

花蓮縣 李艾澐 慈大附中

臺東縣 林哲甫 東海國中

基隆市 連振原 二信高中（國中部）

宜蘭縣 張以鄀 壯圍國中

彰化縣 謝昀真 和美高中（國中部）

彰化縣 陳宥廷 陽明國中

彰化縣 曾稟程 陽明國中

高雄市 黃子芸 五福國中

高雄市 林家瑜 五福國中

高雄市 黃恬琪 大樹國中

高雄市 柯紫涵 龍華國中

臺北市 蔡函恩 敦化國中

臺北市 高珮慈 永吉國中

臺北市 洪雅琳 介壽國中

臺北市 黃士羽 重慶國中

臺北市 陸宜辰 復興中學

臺北市 姜品君 景興國中

臺北市 熊怡瑄 仁愛國中

臺北市 林于文 東山高中

新竹市 倪采靖 竹科實中（國中部）

新竹市 劉書竹 曙光國中

新竹市 周諺平 光華國中

嘉義縣 林耿君 水上國中

雲林縣 張詠淇 斗六國中

雲林縣 楊千慧 正心中學

嘉義市 傅鐀瑮 興華中學

嘉義市 范維元 南興國中

新北市 黃盈嘉 重慶國中

新北市 吳威志 海山高中

新北市 劉智超 新泰國中

新北市 陳潔翎 中平國中

新北市 王家康 南山中學

新北市 林子源 自強國中

新北市 周稟羢 達觀國中小

新北市 莊詠婷 康橋雙語學校

新北市 吳嘉恩 三民高中（國中部）

臺南市 曾揚軒 安順國中

臺南市 蘇友寗 安平國中

臺中市 陳品蓉 大里高中（國中部）

臺中市 曾凡慈 向上國中

臺中市 吳宏政 明道中學（國中部）

臺中市 溫冠穎 豐東國中

臺中市 李佳育 豐東國中

苗栗縣 莊承翰 苗栗國中

屏東縣 柯婕俐 陸興高中（國中部）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張曉樺 楊梅國中

桃園縣 劉馥嫻 楊梅國中

桃園縣 余為妮 楊梅國中

宜蘭縣 吳沂靜 東光國中

宜蘭縣 李侑容 宜蘭國中

宜蘭縣 黃毓琁 東光國中

宜蘭縣 林采穎 宜蘭國中

彰化縣 李郁萱 彰安國中

高雄市 李承燁 五甲國中

高雄市 郭耘嘉 壽山國中

高雄市 蔡仲翔 壽山國中

高雄市 莊于毅 壽山國中

高雄市 洪　靚 壽山國中

高雄市 呂翊綵 壽山國中

高雄市 林芳妤 壽山國中

臺北市 林湘紜 五常國中

臺北市 李依樺 金華國中

臺北市 黃之均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林靜函 金華國中

臺北市 陳姮羽 金華國中

臺北市 林承漢 金華國中

臺北市 黃宇瑍 百齡高中

新竹市 王雅晴 建華國中

嘉義縣 張書妤 水上國中

嘉義縣 蔡幸娥 朴子國中

雲林縣 許芷瑄 正心中學

雲林縣 鄭琬霖 正心中學

嘉義市 莊曜宇 蘭潭國中

嘉義市 文凱蒂 蘭潭國中

新北市 戴吟輿 新埔國中

新北市 林芷安 新埔國中

新北市 黃香綺 福和國中

新北市 林侑萱 福和國中

新北市 林芷妤 自強國中

新北市 張朝傑 自強國中

新北市 劉冠毅 自強國中

新北市 曹子凡 淡水國中

臺南市 郭佩昀 民德國中

臺南市 陳俐樺 新市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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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陳奕翰 五權國中

臺中市 潘宜禎 大甲國中

苗栗縣 邱若晴 明仁國中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何怡瑄 復旦高中

桃園縣 胡馨尹 中壢高中

桃園縣 莊耿翰 復旦高中

宜蘭縣 劉又甄 宜蘭高商

彰化縣 林倖伃 精誠高中

高雄市 朱姮叡 高雄女中

高雄市 鄭雅云 高雄女中

高雄市 宋佩璇 鼓山高中

高雄市 呂宗軒 高雄中學

臺北市 李京樺 內湖高中

臺北市 鐘珮珊 協和工商

臺北市 江亭蓁 大同高中

臺北市 王毅彤 成淵高中

臺北市 盧鵬翰 和平高中

臺北市 簡郁珊 大安高工

雲林縣 李昱昕 正心中學

新北市 陳彥儒 明德高中

新北市 劉容伶 新北高中

新竹縣 蔡欣妤 竹北高中

新竹縣 陳治云 竹北高中

臺南市 吳昕諳 後壁高中

臺南市 黃　德 港明高中

臺南市 潘志泓 南大附中

臺南市 徐堉珊 後壁高中

臺中市 鄭盛謙 大里高中

臺中市 林美君 東勢高工

臺中市 黃諺哲 東大附中（高中部）

臺中市 朱詠田 臺中女中

臺中市 張詠涵 忠明高中

臺中市 林博科 大甲高工

臺中市 楊筑茵 大甲高中

苗栗縣 林鴻宇 苑裡高中

苗栗縣 范巧諭 苑裡高中

苗栗縣 賴姵伶 竹南高中

苗栗縣 馬紫菱 苑裡高中

屏東縣 張晏儒 潮州高中

屏東縣 張家瑜 陸興高中

屏東縣 倪靜瑩 屏北高中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陳佳均 平鎮高中

桃園縣 李雁羚 平鎮高中

臺東縣 蔡旻穎 臺東女中

基隆市 楊婉伶 二信高中

宜蘭縣 蘇翰澂 宜蘭高中

彰化縣 王俊雅 彰化藝術高中

高雄市 黃靖純 中華藝校

高雄市 歐妍君 鼓山高中

高雄市 吳姿函 前鎮高中

臺北市 陳詩芸 復興高中

臺北市 林儀樺 松山高商

臺北市 翁瑋珈 泰北高中

臺北市 曹鈞凱 泰北高中

新竹市 施妍安 光復高中

新北市 張芝凡 復興商工

新北市 王羿文 能仁家商

新北市 顏孝謙 淡江高中

新北市 林英君 格致中學

新北市 廖英里 淡江高中

新竹縣 周晉毅 忠信高中

新竹縣 蕭欣航 義民高中

臺南市 莫竣揚 後壁高中

臺中市 何嘉凌 豐原高中

臺中市 林瑩宣 大明高中

臺中市 賴岑育 豐原高中

臺中市 賴俐安 明道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蘇冠呈 明道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葉庭瑄 臺中一中

臺中市 巫旻倫 臺中一中

臺中市 柯　廷 臺中一中

臺中市 江恉珊 臺中一中

臺中市 張肇容 臺中一中

苗栗縣 陳國豪 苑裡高中

苗栗縣 吳權恩 苑裡高中

南投縣 張伊廷 竹山高中

■大專美術系

臺北市 林佩潁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 謝宜萱 臺北市立大學

新竹市 潘威光 玄奘大學

新北市 吳嘉娣 臺灣藝術大學

臺南市 陳秀蘭 臺南大學

臺南市 黃思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臺南市 林翊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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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陳韻茹 新竹教育大學

新北市 謝羽媗 龍華科技大學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桃園縣 傅語釩 北勢國小

桃園縣 羅佳薇 中平國小

金門縣 關丞孝 多年國小

金門縣 楊舒絢 金湖國小

彰化縣 劉品潔 湖南國小

高雄市 簡珮語 民權國小

高雄市 歐俞妗 博愛國小

臺北市 李宛頤 敦化國小

臺北市 孫人仁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黃麒任 麗湖國小

臺北市 鄭乃嘉 老松國小

臺北市 蔡依伶 老松國小

臺北市 陳　愷 國語實小

臺北市 雷沛珊 新民國小

臺北市 楊毓軒 新民國小

臺北市 巫宇翔 文化國小

嘉義縣 陳倢妤 太保國小

雲林縣 劉川楓 林頭國小

雲林縣 蔡依純 朝陽國小

雲林縣 李泓毅 立仁國小

嘉義市 蔡長霖 崇文國小

新北市 蔡承澔 莒光國小

新北市 王海諾 國光國小

新北市 葉秉恩 莒光國小

新北市 張顥騰 板橋國小

新北市 徐毅驊 莒光國小

新北市 金育潔 光華國小

新北市 陳意涵 民安國小

新北市 葉雨昕 米倉國小

新北市 黃姵瑜 泰山國小

新北市 蔣秉叡 秀朗國小

新北市 李安琪 安坑國小

新北市 彭淳芊 直潭國小

新北市 吳柏澂 重陽國小

新北市 連紘毅 集美國小

新竹縣 陳孟婕 中正國小

臺南市 黃亮蓁 文元國小

臺中市 謝宛庭 臺中教大實小

臺中市 蔡昀娟 惠文國小

臺中市 朱浚維 三和國小

臺中市 李羿寬 南陽國小

臺中市 張綵晏 南陽國小

苗栗縣 吳淨瑩 蟠桃國小

苗栗縣 鄭凱元 苑裡國小

苗栗縣 劉宥廷 苑裡國小

南投縣 戴紹倫 草屯國小

屏東縣 沈彥祺 東隆國小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郭孟錡 桃園國小

桃園縣 蔡松諺 桃園國小

澎湖縣 林家萱 中正國小

臺東縣 劉宇桁 新生國小

宜蘭縣 楊紘鈞 中山國小

宜蘭縣 林馨慈 中山國小

彰化縣 黃御程 僑信國小

彰化縣 柳宛妤 僑信國小

高雄市 楊子儀 屏山國小

高雄市 朱立平 七賢國小

高雄市 蔡佳儒 林園國小

高雄市 滕昀蓁 林園國小

新竹市 柯禹安 竹大附小

嘉義市 賴彥僑 大同國小

嘉義市 楊峻宇 大同國小

新北市 周忠瀚 新埔國小

新北市 余松霖 泰山國小

新北市 黃梓育 泰山國小

新北市 彭聿閎 泰山國小

新北市 李畇萱 自強國小

新北市 蔡承恩 永平國小

新北市 張柏豐 修德國小

新北市 王楷翔 修德國小

新北市 劉力誠 修德國小

新竹縣 王苡安 新社國小

臺南市 �凃采妤 新進國小

臺南市 沈姿妤 新進國小

臺中市 蔡苡柔 大元國小

臺中市 施沛綺 大同國小

臺中市 盧紹瑜 大同國小

苗栗縣 鄧睿唐 大同國小

屏東縣 廖藝翔 中正國小

屏東縣 王宣心 東隆國小

屏東縣 丁乙芹 中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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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組

桃園縣 劉芝吟 中山國小

桃園縣 簡安妤 田心國小

桃園縣 王奕方 建德國小

臺東縣 陳昱廷 馬蘭國小

宜蘭縣 徐聖嵐 光復國小

宜蘭縣 陳庭翊 北成國小

宜蘭縣 陳毓嬿 中山國小

彰化縣 陳宏信 合興國小

彰化縣 簡彤育 和美國小

高雄市 李昱蓁 新甲國小

高雄市 蔡秉儒 民權國小

高雄市 陳昱瑋 三民國小

高雄市 吳怡靜 楠梓國小

高雄市 黃于庭 新民國小

高雄市 張郁琳 陽明國小

臺北市 郭宇瀚 玉成國小

臺北市 陳冠承 民族國小

臺北市 黃彥綺 成德國小

臺北市 林予婕 老松國小

臺北市 黃意閔 永樂國小

臺北市 葉承恩 靜心小學

臺北市 馮玉紓 古亭國小

臺北市 許致嘉 幸安國小

臺北市 王胤禕 士林國小

臺北市 謝葛藍 三玉國小

嘉義縣 侯雅晴 雙溪國小

雲林縣 廖鎧毅 文賢國小

嘉義市 賴瑜君 大同國小

新北市 賴方茹 大觀國小

新北市 李芷羚 光華國小

新北市 何瑀宸 康橋中小學

新北市 宋謦卉 北新國小

新北市 蔡品郁 集美國小

新北市 潘彥廷 新興國小

新北市 張睿璇 文化國小

新竹縣 黃梓維 竹仁國小

臺南市 蔡永郁 南科實小

臺南市 吳念純 正新國小

臺南市 陳　熙 樹人國小

臺中市 周宣宏 光正國小

臺中市 詹杰融 南陽國小

臺中市 劉育安 仁美國小

南投縣 賴秉宗 草屯國小

屏東縣 蘇冠綸 東隆國小

屏東縣 劉承熹 崇蘭國小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桃園縣 謝欣芸 桃園國小

桃園縣 饒允淇 桃園國小

宜蘭縣 李承翰 成功國小

彰化縣 楊上賢 僑信國小

彰化縣 張紫妍 僑信國小

彰化縣 楊惇翔 僑信國小

高雄市 劉柏麟 七賢國小

高雄市 李宜恩 七賢國小

高雄市 陳柏均 七賢國小

高雄市 武可筠 七賢國小

高雄市 李采芊 林園國小

臺北市 游廷麒 民族國小

臺北市 吳易翰 民族國小

臺北市 李柏萱 建安國小

嘉義市 殷俐琦 大同國小

新北市 林承陽 新埔國小

新北市 簡楷倫 新埔國小

新北市 邱映昀 新埔國小

新北市 莊立綸 新埔國小

新北市 鄭　昀 自強國小

新北市 顏芸廷 永平國小

新北市 張軒誠 淡水國小

新北市 李芠芊 修德國小

新竹縣 黃郁喬 新社國小

臺南市 吳婷薏 立人國小

臺南市 黃微茹 永康國小

臺南市 戴博揚 立人國小

臺南市 王岱琪 立人國小

臺南市 王子瑜 永康國小

臺南市 姜昀秀 新進國小

臺中市 黃友廷 大元國小

臺中市 張瑀珊 大同國小

臺中市 陳柚伊 大同國小

屏東縣 王傳昕 民和國小

屏東縣 許哲瑜 民和國小

■國中普通班組

桃園縣 賴國瑋 平南國中

桃園縣 張　寧 仁美國中

桃園縣 黃千綾 文昌國中

桃園縣 田　筠 福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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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古　耘 花崗國中

基隆市 陳惟瑄 中正國中

基隆市 蔡藝瑄 二信高中（國中部）

基隆市 游清心 銘傳國中

高雄市 林彥呈 五福國中

高雄市 陳奕霈 瑞祥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邱柏瑞 普門中學

高雄市 呂昊頤 鳳西國中

高雄市 陳又瑄 國昌國中

高雄市 黃�瀞萱 三民國中

高雄市 鄭安汶 七賢國中

臺北市 郭思雅 麗山國中

臺北市 陳亭彣 東湖國中

臺北市 林竺慧 濱江國中

臺北市 王承緒 金華國中

臺北市 盧劭恆 再興中學（國中部）

臺北市 吳卓穎 萬芳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崔珮綺 薇閣高中（國中部）

臺北市 陳慕華 石牌國中

臺北市 陳慧軒 台北美國學校

Katherine Chen
臺北市 鄧志權 華興中學（國中部）

臺北市 康哲瑋 天母國中

新竹市 嚴　安 光武國中

新竹市 王又巧 三民國中

嘉義縣 林翰緯 昇平國中

嘉義縣 許玉怡 朴子國中

雲林縣 羅尚宏 崇德國中

新北市 何采璇 中平國中

新北市 唐可俐 中平國中

新北市 曹軒滋 五股國中

新北市 林祐靖 瑞芳國中

新北市 洪筣瑄 淡江中學

新北市 胡詠欣 淡江中學

新竹縣 陳婷郁 竹東國中

臺中市 張旭豐 居仁國中

臺中市 賴郁仁 居仁國中

臺中市 邱品融 東大附中（國中部）

臺中市 蔡嘉蔙 北新國中

苗栗縣 陳昀蒂 苑裡高中（國中部）

苗栗縣 楊貽雯 照南國中

苗栗縣 莊承翰 苗栗國中

■國中美術班組

桃園縣 吳玫萱 中壢國中

桃園縣 江丞優 八德國中

桃園縣 鍾季軒 八德國中

桃園縣 姚怡安 桃園國中

花蓮縣 張芮瑄 國風國中

花蓮縣 陳以若 國風國中

基隆市 王慈煥 安樂高中（國中部）

宜蘭縣 李其容 東光國中

彰化縣 詹涵羽 明倫國中

彰化縣 陳雅筠 彰安國中

彰化縣 沈晉萱 彰安國中

彰化縣 陳羽婕 溪湖國中

高雄市 李芷彤 林園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楊文嘉 道明高中（國中部）

高雄市 沈筠諠 光華國中

高雄市 王潔琳 光華國中

高雄市 黃浩洋 三民國中

臺北市 林小珍 五常國中

臺北市 陳柏蓉 五常國中

臺北市 吳瑜煖 金華國中

新北市 張宇青 新埔國中

新北市 蔡東融 泰山國中

新北市 賴昱辰 福和國中

新北市 杜恩如 福和國中

新北市 侯冠廷 泰山國中

新北市 黃歆惠 福和國中

新北市 阮微甯 自強國中

新北市 任亭瑀 崇光女中

新北市 劉恩霈 崇光女中

新北市 陳湘涵 崇光女中

新北市 吳詩楹 崇光女中

新竹縣 鄭馥瑩 竹東國中

新竹縣 劉育綸 竹東國中

臺南市 李峙瑩 麻豆國中

臺南市 李婕寧 民德國中

臺南市 許芝菱 民德國中

臺南市 蔡慈倫 新市國中

臺南市 黃琮舜 永康國中

臺南市 方衍喬 南新國中

臺中市 林子萱 四箴國中

屏東縣 許瀞文 大同高中（國中部）

屏東縣 陳研陵 大同高中（國中部）

■高中職普通班組

桃園縣 黃立武 中壢高中

桃園縣 吳怡蓁 內壢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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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黃靖雅 桃園高中

臺東縣 林家宏 公東高工

彰化縣 柯逸茜 和美實驗學校

高雄市 劉家蓁 高雄高商

高雄市 王郁軒 三信家商

高雄市 洪于茜 鳳山高中

高雄市 高尚齊 鳳新高中

高雄市 沈采霓 海青工商

高雄市 翁培紋 海青工商

臺北市 簡唯哲 協和工商

臺北市 黃園晰 內湖高中

臺北市 林安潔 協和工商

臺北市 易烈瑜 北一女中

臺北市 林芷欣 明倫高中

臺北市 林昱彤 再興中學

臺北市 陳家安 陽明高中

新竹市 羅　茜 新竹女中

嘉義縣 張雅茵 協同中學

嘉義市 陳玲萱 嘉義家職

嘉義市 郭篷雅 嘉華中學

新北市 李壹蓉 泰山高中

新北市 劉子維 醒吾高中

新北市 邱尹芃 聖心女中

新北市 謝于安 新店高中

新北市 黃凱琪 新店高中

新北市 林知儀 康橋雙語學校

新北市 周麗婷 淡江高中

臺南市 陳敘文 臺南高商

臺南市 林永家 黎明高中

臺中市 郭　沛 大里高中

臺中市 游惠文 明道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黃鈺茹 臺中女中

臺中市 白丞斌 馬禮遜美國學校（高中部）

苗栗縣 陳信瑛 苗栗高中

南投縣 廖建勛 竹山高中

南投縣 林　翰 竹山高中

南投縣 謝孟哲 竹山高中

南投縣 彭譯德 五育高中

屏東縣 鄭鈞祐 屏東高中

屏東縣 黃子芸 潮州高中

■高中職美術班組

桃園縣 楊曉萱 平鎮高中

基隆市 王仲安 二信高中

基隆市 鄭家旻 二信高中

高雄市 賴姿辰 海青工商

高雄市 邱賢生 中華藝校

高雄市 鍾昀芳 鳳新高中

高雄市 黃婷鈺 海青工商

臺北市 黃瀞融 泰北高中

臺北市 周宗漢 泰北高中

臺北市 施妤臻 泰北高中

臺北市 陳逸瑋 泰北高中

臺北市 戴子翔 中正高中

臺北市 邱予暄 士林高商

臺北市 呂奕慶 士林高商

新竹市 田媛瑄 新竹女中

雲林縣 曾喜真 大成商工

嘉義市 吳宜蓁 嘉義高商

嘉義市 劉旻璇 嘉義高商

新北市 林巧儀 豫章工商

新北市 謝育權 豫章工商

新北市 時蘊萱 新莊高中

新北市 李　芸 復興商工

新北市 鄭晰文 復興商工

新北市 郭禮文 復興商工

新北市 翁浩銘 復興商工

新北市 黃巧綺 永平高中

新北市 施亭伃 永平高中

新北市 齊沛瑜 永平高中

新北市 黃勝有 淡江高中

臺中市 柯橋羽 大明高中

臺中市 劉立婷 大明高中

臺中市 丁偉倫 豐原高中

臺中市 林柏毅 明道中學（高中部）

臺中市 李書嫺 臺中一中

臺中市 林致豫 嘉陽高中

臺中市 陳奕儒 嘉陽高中

南投縣 張君鳳 竹山高中

南投縣 林善義 竹山高中

屏東縣 高玉芳 大同高中

■大專美術系

臺北市 林宜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新北市 宋政勳 海洋技術學院

新北市 彭裕鈞 海洋技術學院

臺南市 陳怡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臺南市 劉姿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臺南市 劉育瑋 台灣首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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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畫 類 書 法 類

吳隆榮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理事長 連勝彥 清傳高商董事長

尤雪娥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杜忠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副教授

吳望如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小校長 張炳煌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黃照芳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理事 陳宏勉 專業書畫家

李美蓉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專任教授 薛平南 書法家

徐麗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兼任教授 嚴建忠 中華民國書學會前理事長

蕭木川 高雄市文府國小校長

西 畫 類 版 畫 類

黃進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鐘有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教授

何肇衢 專業畫家 李錫奇 版畫家

陳輝東 專業畫家 顧重光 版畫家

賴武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榮譽教授 謝省民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系主任

蘇憲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專任教授 黃世團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版畫中心兼任講師

許莉青 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講師 呂燕卿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兼任教授

林金標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 倪朝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研究所教授

平 面 設 計 類 漫 畫 類

林文昌 真理大學校長 唐健風 中華民國漫畫學會榮譽理事長

梁桂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專任教授 曹俊彥 資深漫畫家

康敏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 洪德麟 中華民國漫畫學會理事

林炎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系所教授 蕭湘文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專任教授

洪明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邱錫勳 漫畫家

張國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所專任副教授 蕭寶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

柯鴻圖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副教授 楊心怡 中華漫畫家協會榮譽理事長

水 墨 畫 類

李振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

劉平衡 中國美術協會理事長

戴武光 水墨創作

羅振賢 長榮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

李轂摩 專業畫家

蔡　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教授

林永發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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