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政府 函

地址：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承辦人：輔導員 陳雅惠
電話：05-3620123#8933
電子信箱：may0626@mail.cyhg.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900349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作品巡迴展南部地區得獎名單、海報

主旨：有關「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作品」巡迴展，
請貴校轉知所屬師生並核予公假參觀，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09年2月17日正藝文
字第1090001496號函辦理。

二、本案由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與國立臺灣藝術教
育館共同辦理。

三、旨揭巡迴展於109年3月27日至4月7日假高雄文化中心至真
堂一、二館展出(海報與得獎名單詳如附件）。

四、展覽開幕儀式訂於109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時於至真
堂一館辦理，歡迎各類組得獎學生及師長陪同參加。

五、開幕活動線上出席回函，敬請於3月11日(星期三)前回覆
https://forms.gle/9Dp6Lqtgo2FsJUWB7，俾利該校彙整。

正本：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含永慶與竹崎高中)、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南華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副本：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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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本案為嘉義縣政府辦理「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

優作品」巡迴展1案。
二、展覽開幕儀式相關資訊如下：
(一)時間：109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時。
(二)地點：高雄文化中心至真堂一、二館。

三、擬轉知本校視覺藝術系蕭聖儒同學並核予公假參觀，上網
公告並副知民雄學務組及各學院系所。

四、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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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109/030701/1

保存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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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優等 嘉義縣 葉書佑 抓蚱蜢 柳溝國小 何泊燃

佳作 嘉義縣 劉耿霖 看我的厲害 文昌國小 李泠華

佳作 嘉義縣 陳俊鈜 好吃蟹料理 南新國小 吳英秀

佳作 嘉義縣 張茹涵 攀樹趣 三和國小 彭淑雯

佳作 嘉義縣 賴炫愷 春遊 南新國小

特優 嘉義縣 何羿呈 你看我，我看你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佳作 嘉義縣 簡振宇 簡家皮影戲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嘉義縣 王筱喬 阿公的雜貨店 民雄國小 王淑瑩

佳作 嘉義縣 何亮瑩 日頭赤赤曬米粉 文昌國小 蔡宜蓉

佳作 嘉義縣 莊宸綺 藝閣花車踩街 南新國小

佳作 嘉義縣 何宜蓁 傳藝真功夫 民雄國中 康綉專

佳作 嘉義縣 陳心如 用愛彌合傷痛 朴子國中  陳香秀

特優 嘉義縣 謝宜蓁 青蛙生態特展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謝碧花

佳作 嘉義縣 何采真 今晚來看戲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嘉義縣 何采蓉 消失中的北極熊 民雄國小 蔡譯緯

佳作 嘉義縣 郭芊妤 台灣特有種悠遊卡 新港國中 徐作芳

佳作 嘉義縣 唐思岑 不留魚地 新港國中 賴玫娟

特優 嘉義縣 何佳臻 驚魚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莫其霖

佳作 嘉義縣 何沛怡 「撐」 新港國中

佳作 嘉義縣 尤勝玨 紙想袋著走 民雄國中 黃郁雯

佳作 嘉義縣 羅鈺熏 寫春聯 興中國小 王蕾瑩

佳作 嘉義縣 何嘉馨 觀察獨角仙 月眉國小 江世豪

佳作 嘉義縣 江秉鈞 顧孫 新港國小 江季鴻

佳作 嘉義縣 陳思妤 現代與傳統的邂逅 新港國小 王文豪

佳作 嘉義縣 呂欣儒 熱鬧的廟會 六腳國小 楊文政

甲等 嘉義縣 陳品晴 紅樓新夢 朴子國中 陳香秀

佳作 嘉義縣 呂英禎 思 新港國中 賴玫娟

佳作 嘉義縣 陳婉慈 午後牆角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駱巧梅

佳作 嘉義縣 李橙秉 共生共榮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葉宗和

佳作 嘉義縣 林盈君 青玉案 民雄國小 張儷薰

佳作 嘉義縣 葉昀霏 岳陽樓記 新埤國小 葉哲銘

佳作 嘉義縣 洪健智 岳陽樓記 圓崇國小 劉于禎

佳作 嘉義縣 王鼎臻 岳陽樓記 大同國小 顏彩絨

佳作 嘉義縣 吳瑞文 青玉案 民雄國小 蕭宗平

佳作 嘉義縣 陳昱辰 岳陽樓記 太保國中 廖明珊

佳作 嘉義縣 王詩昀 青玉案 協同中學 吳秉綜

佳作 嘉義縣 王鼎欣 岳陽樓記 朴子國中 吳雅琳

佳作 嘉義縣 陳亭潔 岳陽樓記 朴子國中 李書楷

佳作 嘉義縣 黃薏芯 岳陽樓記 朴子國中 李書楷

甲等 嘉義縣 蕭聖儒 青玉案(節錄) 國立嘉義大學 何文玲

佳作 嘉義縣 林奕妤 晒柿子 大同國小 邱繹瑾

佳作 嘉義縣 黃于恩 水中排球 太保國小 陳純暖

佳作 嘉義縣 楊  芯 跳舞 新美國小 洋慶輝

佳作 嘉義縣 蔡旻娟 初試啼聲 民雄國小 朱偉鋒

佳作 嘉義縣 王慈穎 戀戀達悟族 朴子國中 黃清琇

佳作 嘉義縣 徐正宇 等待 永慶高中 趙淑玉

佳作 嘉義縣 王冠霓 火之舞-王船祭 協同中學 賴淑珍

佳作 嘉義縣 劉士豪 鯊魚的悲傷 竹崎高中 翁禎源

佳作 嘉義縣 黃詠芩 「手」護大地 朴子國中 陳香秀

特優 嘉義縣 林靖涵 鯨魚悲歌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顏漢軍

佳作 嘉義縣 賴品妤 木偶驚嚇記 南新國小

佳作 嘉義縣 黃婉綺 黑色「肺棄」人生 南新國小 吳建鋒

佳作 嘉義縣 何健愷 海洋的反饋 民雄國中 陳怡君



得獎類別 得獎年級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 優等 嘉義縣 葉書佑 抓蚱蜢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 佳作 嘉義縣 劉耿霖 看我的厲害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 佳作 嘉義縣 陳俊鈜 好吃蟹料理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 佳作 嘉義縣 張茹涵 攀樹趣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 佳作 嘉義縣 賴炫愷 春遊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 特優 嘉義縣 何羿呈 你看我，我看你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簡振宇 簡家皮影戲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王筱喬 阿公的雜貨店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何亮瑩 日頭赤赤曬米粉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莊宸綺 藝閣花車踩街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 特優 嘉義縣 謝宜蓁 青蛙生態特展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何采真 今晚來看戲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何采蓉 消失中的北極熊

水墨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羅鈺熏 寫春聯

水墨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何嘉馨 觀察獨角仙

水墨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江秉鈞 顧孫

水墨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陳思妤 現代與傳統的邂逅

水墨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呂欣儒 熱鬧的廟會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林盈君 青玉案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葉昀霏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洪健智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王鼎臻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吳瑞文 青玉案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林奕妤 晒柿子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黃于恩 水中排球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楊  芯 跳舞

版畫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蔡旻娟 初試啼聲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班 佳作 嘉義縣 賴品妤 木偶驚嚇記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 佳作 嘉義縣 黃婉綺 黑色「肺棄」人生

合計 29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柳溝國小 何泊燃

文昌國小 李泠華

南新國小 吳英秀

三和國小 彭淑雯

南新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民小學 蔡譯緯

民雄國小 蔡譯緯

民雄國小 王淑瑩

文昌國小 蔡宜蓉

南新國小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謝碧花

民雄國小 蔡譯緯

民雄國小 蔡譯緯

興中國小 王蕾瑩

月眉國小 江世豪

新港國小 江季鴻

新港國小 王文豪

六腳國小 楊文政

民雄國小 張儷薰

新埤國小 葉哲銘

圓崇國小 劉于禎

大同國小 顏彩絨

民雄國小 蕭宗平

大同國小 邱繹瑾

太保國小 陳純暖

新美國小 洋慶輝

民雄國小 朱偉鋒

南新國小

南新國小 吳建鋒



得獎類別 得獎年級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屏東縣 梁甄芸 炮彈鋼刀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臺南市 丁秉晨 準備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方藝融 時光「鞋」奏曲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吳豐宇 辛勞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蔡欣恩 生命的樂章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洪聖寧 老街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柯嘉昇 控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朱家逵 守護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盧冠宏 傳承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何承曄 流金歲月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何宜蓁 傳藝真功夫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甲等 屏東縣 劉  旼 本來無一物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陳品媛 麻糬的背後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葉綵涵 爭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槿汧 靡城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許姿敏 休閒小館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黃子達 褪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廖苡璇 縛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孔德敬 未來焦慮症候群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蔡宇宸 磚窯廠

西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陳心如 用愛彌合傷痛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張倫綱 東港迎王-海報設計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林采臻 台灣特有種-24節氣書籤設計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優等 高雄市 姚采伶 親愛的，公主病-月曆設計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姜蓁妤 消失的文化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徐書瑋 夜光神轎護南境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沈柏嘉 鯨魚噴水?!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余相潔 「粿」教模範生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蕭芝螢 毀滅道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朱軒緹 別讓海洋被污染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庭萱 祈求-媽祖祐平安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李佳儀 別出賣自己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張宸綾 福爾摩沙野生之美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彭振凱 ㄍㄨㄟ宿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楊宜蓉 原住民文化特展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劉家吟 消失的叢林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蘇柏翰 逃不出「塑」掌心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楊子毅 核處是我家?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黃姵錡 都市。牢籠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鄭如晶 悠游林間  下營戲鵝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梁育銘 願你順遂．臺灣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黃芊綾 消逝的藍色精靈-臺灣藍鵲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楊惟甯 珍惜光鷹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張家慈 野生生物保育展──獵豹的姿態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郭芊妤 台灣特有種悠遊卡

平面設計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唐思岑 不留魚地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特優 臺南市 吳芷華 鴉力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特優 嘉義縣 何佳臻 驚魚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優等 高雄市 吳育妍 SAVE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優等 高雄市 張簡涵彣 Please help us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槿汧 台灣生物─枯竭之因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余杰廷 趣遊台灣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許晴鈁 陷實≠夢想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陞安 蜂謎全球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曾彥綸 鱷性循環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王凱均 No trading No Killing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林彤恩 海洋的眼淚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顏槐辰 建設新未來?!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陳伸睿 海廢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李庭毅 都市之肺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許禎晏 不要公園要石虎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黃彥修 舌燦蓮花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何沛怡 「撐」

平面設計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尤勝玨 紙想袋著走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嘉義縣 陳品晴 紅樓新夢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臺南市 朱苡榕 最遙遠的距離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許恩婕 以前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許巧筠 時光荏苒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楊育昇 下棋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雲多多 欲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朱晨昕 辦桌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許涵蓁 蜘蛛網中的生機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林胤龍 往事只能回味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歐書妤 春遊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劉庭妤 雨中的雀鳥(淒棲)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李宜儒 夜梟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黃晨洲 "難"眼淚
，掙食之地

水墨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呂英禎 思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特優 臺南市 楊思漢 生生不息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優等 高雄市 王止莛 補鞋師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鄭彤妤 夕陽下的街頭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許微妮 偷閒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韓宜汝 慢‧時光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王騰緯 市場即景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張紜榕 麵粉廠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李冠毅 聞「香」而來的
小跟班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謝瑜蓉 平行時空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廷諺 後現代啟示錄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王依婕 清晨的市場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陳禹錡 文明的角落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韓語璇 響食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蔡紫彤 八月榔樹與蜂之存亡

水墨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林沛妤 孔明車一世人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王淳禧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武以耕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沈妍家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鄭伊倫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蔣佾臻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黃郁倫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郭宇恩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蕭晴伃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阮詩晴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儀安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蘇芸柔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張睿宸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陳昱辰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王詩昀 青玉案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優等 屏東縣 龔子妤 旗津渡輪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龔卉心 浪淘沙九首其一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承佑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安以晴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王亮頤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何希璇 遊日月潭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謝汶庭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劉庭妘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黃品蓁 赤壁賦(節錄)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吳宜秦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吳亭萱 詠竹子湖海芋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沈芝羽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林士傑 詠竹子湖海芋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黃彥修 倚石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王鼎欣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陳亭潔 岳陽樓記

書法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黃薏芯 岳陽樓記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徐書瑋 供與需之間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朱秝緹 掌握世界 開創視野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吳季蓁 玫瑰教堂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曾伯鴻 餐桌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李芷儀 年樂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李昱諳 多變的森林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林博宇 我在玩遙控飛機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宓彤 現實與網絡重疊的
記憶與生活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呂容秀 佛像師傅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張芯瑀 鬥魚．望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陳予昀 天外奇D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王慈穎 戀戀達悟族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徐正宇 等待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王冠霓 火之舞-王船祭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優等 屏東縣 洪峻偉 食玩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甲等 臺南市 蘇郁庭 虎視眈眈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李姵萱 一片葉子的影像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王珊懿 空間組合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沈炳叡 門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程畇榛 美濃秋雨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許嘉芊 聚精繪神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黃宥榛 高雄街景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承佑 嚴蟻律己  樂蟻忘憂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邱怡鈞 原音重現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黃筠評 悠閒時光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王文岑 大器壓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劉士豪 鯊魚的悲傷

版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嘉義縣 黃詠芩 「手」護大地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林莞軒 讀書機器人養成計畫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劉家吟 垃圾才是世界第一大樓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優等 高雄市 林沛辰 『壓力』好大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臺南市 張萍恩 AI是愛還是礙﹖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甲等 嘉義市 陳致穎 今非昔比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江承安 台灣新種族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王咨淇 山寨品大挑戰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許辰瑋 命運交響曲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黃新凱 製造霧霾的元凶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許凱晞 請到我的家鄉來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鄭伊珊 商業陰謀，一窩蜂現象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品熙 海底耳鼻喉科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朱軒緹 少子化的危機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張恩錡 「新」台幣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佩萱 你，不是我的眼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朱晨昕 梵谷翻白眼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黃鈺媗 低頭族連環撞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許爾昌 娃娃機內戰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何健愷 海洋的反饋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甲等 高雄市 程畇榛 惡鄰，惡靈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池欣穎 網後餘生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梁涵敬 划手機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吳育妍 台灣毋免驚，
勇敢向前走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李宜樺 網路成癮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王郁崴 掉落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張志瑜 憂鬱沉思者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孔德敬 升學無限加值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李芊瑢 別讓「毒」
而「賭」上人生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李芷萱 非人哉系列-為了我好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林佳真 Mouse potato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陳思穎 台灣文資的悲歌

漫畫類 國中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蔡佩瑾 漫長艱辛求學路，
只求未來好收

合計 184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明正國中 劉怡琴

德光高中

南榮國中 吳旻芳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

市立陽明國中 李信勳

市立陽明國中 鄭如晏

市立陽明國中 蕭穎恬

市立楠梓國中 何巧妤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陳金燕

南新國中 王建皓

民雄國中 康綉專

大同高中國中部 江怡蓉

大同高中國中部 林子維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

市立壽山國中 丁連進

市立五甲國中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

市立光華國中 吳佳慧

永康國中 郭承權

蘭潭國中 陳嵩霖

朴子國中  陳香秀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娜娜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娜娜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陳娜娜

市立大仁國中 林惠英

明正國中 方錦蕊

中正國中 陳瑾瑢

中正國中 江姿橤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

市立龍華國中 周知錡

市立民族國中 陳鈺婷

市立左營國中 李慧蓉

市立明華國中 吳啟帆

市立楠梓國中 何巧妤

市立五福國中

市立青年國中 林婉靖

後甲國中 賴品澐

永康國中

永康國中 吳政隆

復興國中 李藺芳

新化國中

嘉華高中 彭舒渝

興華高中 洪嘉璐

嘉義國中 李慕萱

新港國中 徐作芳

新港國中 賴玫娟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蔡宗祐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莫其霖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子儀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紀瑩

市立壽山國中 李佳恂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

永康國中 郭承權

新市國中 張瀾宥

永康國中 郭承權

蘭潭國中 何信儀

蘭潭國中 何信儀

蘭潭國中 何信儀

蘭潭國中 陳嵩霖

新港國中

民雄國中 黃郁雯

朴子國中 陳香秀



復興國中 李藺芳

九如國中 曾碧雲

私立立志高中附設國中 陳相蘭

市立正興國中

市立壽山國中 王齡玉

市立五福國中 林幸妮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陳金燕

興國高中

德光高中 邱馨儀

後甲國中 陳慧如

嘉華高中 彭舒渝

輔仁高中

新港國中 賴玫娟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陳玫蓁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張巧娟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

市立光華國中 張巧娟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

市立鳳山國中 陳健瑩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

市立三民國中 郭智慧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

麻豆國中 陳彥吟

民德國中 陳玫蓁

民德國中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 黃保荐

市立國昌國中 邱士良

市立正興國中 陳穎慧

市立阿蓮國中 李孟儒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 黃保荐

市立左營國中 陳秀蓉

市立陽明國中 林佳樺

市立國昌國中 黃瑞娥

市立鳳西國中 陳玉婷

市立鳳西國中 王麗鴻

市立橋頭國中 李玉婷

慈濟高中

太保國中 廖明珊

協同中學 吳秉綜

大同高中國中部 郭欣芝

大同高中國中部 王日珍

市立嘉興國中 莊小芩

市立五甲國中 何珮瑜

市立三民國中 謝國棟

市立光華國中

市立嘉興國中 莊小芩

市立鳳山國中 呂佳玲

市立三民國中 謝國棟

民德國中 洪尚華

麻豆國中 高子珊

永康國中 郭承權

民德國中 洪尚華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朴子國中 吳雅琳

朴子國中 李書楷

朴子國中 李書楷

明正國中 方錦蕊

中正國中 江姿橤

市立三民國中

市立鳳西國中 王鈺慈

新市國中 黃心蘭

新市國中 黃心蘭

後壁國中 許慧怡



建興國中 黃珍珍

德光高中

慈濟高中

興華高中 洪嘉璐

朴子國中 黃清琇

永慶高中 趙淑玉

協同中學 賴淑珍

大同高中國中部 許天得

民德國中 張啟宏

光春國中 陳柏倫

光春國中 陳柏倫

市立三民國中 吳靜嫻

市立三民國中

市立嘉興國中 林婉婷

市立三民國中

市立嘉興國中 林婉婷

市立嘉興國中 林婉婷

市立壽山國中 黃琡雯

新市國中 黃心蘭

竹崎高中 翁禎源

朴子國中 陳香秀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 黃子宸

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林婉靖

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

後甲國中 王婉頤

民生國中 郭乃文

中正國中 江姿橤

明正國中 陳一瑋

明正國中 陳一瑋

市立七賢國中 王珮伶

市立旗津國中 許甄云

市立右昌國中 劉佳欣

私立大榮高中附設國中 曾亭維

市立龍華國中 周知錡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陳金燕

市立福誠高中附設國中 鄭如玲

市立五福國中 高夢霞

市立瑞豐國中 塗育徵

忠孝國中 曾恩柔

民雄國中 陳怡君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威宜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

市立三民國中 楊子儀

市立五甲國中

市立五甲國中

市立鳳山國中 施瓊斐

永康國中 張寶引

永康國中 張寶引

永康國中

永康國中 周亮吟

民德國中

南新國中 蔡宗祐



得獎類別 得獎年級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周  佑 牧羊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張宸瑜 昇華中的信仰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潘瑋君 自由之光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呂心潔 尋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李柏漢 社畜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梵希 尋心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李宜臻 一餐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柏因 酣眠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謝譯賢 夕照回憶弄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吳采庭 異鄉獸

西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葉靜璇 彼岸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潘瑋柏 希望之鴿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李威葳 如果 溫度有顏色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李育翔 愛˙視什麼？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伍聖燿 同歸魚盡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  瑜 舊夢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傅思翰 雨思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張簡婉藝 琴感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施宸羲 流時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葉如彧 菇獨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翁鈺哲 蛻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蕭彗茗 凝於年邁之眷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吳威澔 未來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品安 動物派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王子轅 扭轉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蔡唐欣 選擇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胡乃云 Save environment! Save me!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劉予皙 節能救地球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賴柏聿 MISS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家菱 言語霸凌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吳新宜 鹿死誰手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許綺芸 浪我回家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洪士惠 拔犀擢象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蒲又閩 網路，網住你的心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陳羿萍 這不是我的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思妤 unknown fish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可薇 時代變嬰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莘蓓 動物的眼淚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蔡孟珊 外來種．原生終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亞妘 讓和平取代戰爭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蕭羽婷 生態保育月曆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立欣 書壓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劉彥廷 豹麗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邱邦奇 寄居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蔡昀辰 僞魚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吳心語 塑膠便利，生命不利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甲等 嘉義市 葉鴻樹 貓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屏東縣 張宗龍 囚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梁尹瑄 市場印象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呂心潔 審判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楊秉鴻 前利後患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王亭懿 建構線的交錯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邱啟崴 熱鬧的孤寂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綉宓 鯨嘆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郭蔓樗 棲地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凃采妤 Future?

水墨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縣 陳婉慈 午後牆角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蘇俊翰 巷仔內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陳紫柔 融合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蘇映慈 不羨神仙羨少年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張昱婷 湊熱鬧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呂嘉芯 待嫁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吳懿恩 流浪狗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蔡善安 蔘而知之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方心妤 沈澱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呂玨頤 渴望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李昱萱 下一代，轉機。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袁逸文 青春，無敵！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陳佳萱 嚮往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曾家茵 蜃樓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羅雯芊 奇幻·相遇

水墨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陳妍亘 困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特優 高雄市 吳昌叡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張育瑋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李  易 養荷得藕口占一絕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建周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薛世詣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軒誼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軒霆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李孟蓁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呂佳蓁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采葳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孟汝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李元萌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洪翊家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吳冠德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特優 高雄市 謝佩君 養荷得藕口占一絕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優等 高雄市 蔡劭宇 養荷得藕口占一絕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甲等 臺南市 黃柏翰 醉花陰(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洪郁茹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益賢 養荷得藕口占一絕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姚思辰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余介廷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宥丞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鄭昕瑜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莛采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柔蓁 茂林紫蝶幽谷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林培琳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葉子綺 醉花陰(節錄)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黃薰瑩 茄萣濕地喜見琵鷺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陳柏瑜 亡命之途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林育慈 回憶啟航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江  芃 默墨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張家齊 讀書和龍一樣自由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蘇郁閔 盼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品潔 穿越

版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羅婉庭 與時光對話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陳彥禎 內心的浩瀚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屏東縣 呂姿瑩 我眼中的父親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黃彥智 廟脊三重奏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吳芳緹 消失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珈欣 痕跡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伊嫻 盼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何佳璆 欲望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杜逸宸 美好的童年？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許喬茵 鳥語花香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胡馨方 我殺掉的，是我自己。

版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嘉義市 林帛廷 生命謳歌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優等 嘉義市 周欣諭 家長我最大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蔡唐欣 教改白老鼠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甲等 高雄市 詹云嫻 毒犯(販)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蝶兮 心之所在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郭子傑 玩死你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高雄市 陳渟熹 科技冷漠症候群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林冠甫 「試」龍之戰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璽帆 疏忽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黃葦綸 賽神人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臺南市 陳沁榆 自拍，棒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郭芷妤 "酒"死一生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林峰巧 寂靜時刻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班 佳作 嘉義市 陳怡卉 同狗不同命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優等 高雄市 鄭逸凡 點石成金(環保篇)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甲等 高雄市 蕭羽婷 敗金女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馮耀毅 中河美界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高雄市 林恩瑄 夠了，我不想聽！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卓旭晨 壓力山大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楊忻宜 井底之蛙之現代青年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班 佳作 臺南市 羅佳靖 傑克，留下來好嗎

合計 138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美和高中

大同高中 林子維

來義中學 黃秋泉

市立新莊高中 楊筑琪

市立新莊高中

私立立志高中 陳君如

市立瑞祥高中 呂玉敏

新營高中

黎明高中 許絹惠

聖功女中 許勻慈

臺南女中

屏東高中 蔡振文

市立前鎮高中 吳承儒

國立鳳新高中 鄭伊璟

國立鳳新高中 謝欣蘋

國立鳳新高中

國立鳳新高中

私立中華藝校 潘士豪

新營高中

臺南高商 莫嘉賓

嘉義高中 李淑娟

嘉義高中

嘉義高中

市立新莊高中

市立中正高工 莊彩琴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蔡達源

市立前鎮高中

國立高師大附中 蘇郁雯

國立鳳山高中 邱文櫻

永仁高中 陳潔婷

長榮中學

嘉華高中 彭舒渝

興華高中 洪嘉璐

興華高中 洪嘉璐

興華高中 洪嘉璐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

私立中華藝校 曾靜如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

市立高雄高商 許心玫

市立高雄高商

私立三信家商 盧金璇

私立三信家商 盧金璇

臺南二中 廖瓌琪

臺南二中 廖瓌琪

華南高商 洪銘鴻

嘉義高中

屏東高中 張雅涵

市立新莊高中

市立新莊高中 楊筑琪

市立左營高中 林思吟

市立高雄女中 林筱青

黎明高中 許絹惠

新營高中

聖功女中 王邦榮

臺南女中 王政凱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駱巧梅

屏東高中 張妙茹

屏東高中 張妙茹

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私立中華藝校 陳建帆

市立前鎮高中

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市立前鎮高中 蔡孟恬



臺南高商 余佩玲

臺南高商 余佩玲

臺南高商 余佩玲

臺南二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嘉義高中

嘉義高中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市立高雄中學

國立岡山高中 杜滋曼

市立新莊高中

市立新莊高中 陳盈如

市立中山高中 林麗惠

市立中山高中 陳雅蕙

市立高雄高商 許靜芳

市立前鎮高中

國立鳳新高中 張國華

國立鳳新高中 陳伊莘

臺南二中

德光高中

嘉義高中 何瑞榮

高雄市立鳳新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馮美玲

曾文家商 翁小青

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市立海青工商 余旻禎

市立前鎮高中

市立前鎮高中

市立高雄高商 許心玫

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市立中正高工 黃孜穎

市立高雄高商 許心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臺南高商 張家榮

嘉義高中

中正預校

市立高雄中學

市立楠梓高中 羅日辰

私立中華藝校 潘士豪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葉君儀

市立高雄女中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葉君儀

屏東高中 蔡月桂

大同高中 傅國禎

市立高雄高商 楊惠文

私立中華藝校 潘士豪

市立海青工商 楊郁芳

市立海青工商 楊郁芳

光華高中 許馨尹

臺南高商 莫嘉賓

光華高中 許馨尹

嘉義高中

嘉義高中

嘉華高中 彭舒渝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蔡達源

市立高雄女中 蘇芳瑢

市立新莊高中

市立中正高工 莊彩琴

市立高雄女中

黎明高中 許絹惠

瀛海中學

北門高中

臺南女中

嘉華高中 彭舒渝

東吳工家 羅苑純

興華高中 洪嘉璐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楊惠文

市立高雄高商

國立岡山農工 丁  璇

市立前鎮高中 邱怡婷

臺南高商 余佩玲

後壁高中 林怡珊

臺南二中 邱稚惠



得獎類別 得獎年級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優等 高雄市 姚思妤 時光遺物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孫玉珊 在黑夜中守候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高雄市 高如儀 光韻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趙涵邦 一眠一吋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何稼春 禪音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林晏澤 下一站，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馬維均 延 生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巫佳珊 臺灣味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饒紘瑜 論爭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蔡昀珊 舊時一笑

西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何其澄 水.花

西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高雄市 蕭莛譯 世代

西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周昀萱 小巷內

平面設計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林佑儒 滑燼

平面設計類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高雄市 張珈芯 18歲學生的吶喊
-不要再對我們貼

平面設計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林宇彤 棋盤人生

平面設計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饒瑾瑄 天富地貧、舉步難艱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特優 臺南市 黃秋梅 蒼岩餘韻
-企望2020年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特優 臺南市 李宣萱 《溯》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優等 臺南市 王絹惠 守 護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曾郁鈞 花漾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陳諭瑩 鄉野農情

水墨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嘉義縣 李橙秉 共生共榮

書法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嘉義縣 蕭聖儒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蘇妍蓁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大專非美術系 甲等 高雄市 高郁筆 青玉案(節錄) 

書法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陳翊霖 青玉案(節錄)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李沛宸 獄圖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黃嘉玲 景點之旅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俞柏安 存 在

版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高雄市 陳瑞姮 絢爛高雄

版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嘉義縣 林靖涵 鯨魚悲歌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 特優 臺南市 郭庭瑜 時代危機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 優等 臺南市 羅  臻 弒毒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 甲等 高雄市 蘇慈容 眼「界」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郭品宜 整榮

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黃昱心 少女濾鏡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特優 高雄市 陳冠均 寶可夢-誰捉誰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高雄市 藍偉齊 少子化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優等 臺南市 夏浩倫 轉動世界的齒輪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甲等 臺南市 張彣毓 上 網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陳玟蒨 思想怪物

漫畫類 大專非美術系 佳作 臺南市 吳懿姍 鯨游

合計 43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田忠和

國立台南大學 洪明爵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陳聖萱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王俊盛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高雄醫學大學 陳玫伶

高雄醫學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楊美維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義守大學 黃勻褀

長榮大學 沈政乾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鄭雅勵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葉宗和

國立嘉義大學 何文玲

長榮大學 潘永瑢

輔英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邱俊賢

國立台南大學 吳鴻滄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朱哲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郁生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田忠和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顏漢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楊美維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南臺科技大學 楊美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戴莉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建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吳定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黃建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許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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