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美術組

類別 成績 作品 作者 年級 指導教師

西畫類 第一名 忙、盲 廖柏皓 二年級 林哲榮

書法類 第一名 浣溪紗 趙葳 一年級 韓志玟

水墨畫類 第一名 鏽上島 陳柔安 二年級 邱碧玉

版畫類 第一名 忠魚原本 吳舒涵 三年級 無

西畫類 第二名 藍調雨夜 劉璟琛 二年級 林哲榮

書法類 第二名 李白五絕三首 顏廷軒 二年級 馮天文

漫畫類 第二名 氾濫的言論自由 林伯翰 三年級 無

水墨畫類 第二名 創新科技，實現夢想 何昀軒 一年級 廖永明

版畫類 第二名 龜塑 趙心綾 一年級 無

西畫類 第三名 行人 潘欣余 二年級 馮天文

西畫類 第三名 童心 陳泓羽 三年級 無

西畫類 第三名 飛向自由 黃珮慈 三年級 王若齡

書法類 第三名 臨江仙 陳彥擇 二年級 無

書法類 第三名 贈衛八處士 王虹勻 三年級 無

書法類 第三名 水調歌頌 楊雲涵 三年級 邱碧玉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有一天，我們會長大、他們會變老。 陳玟穎 二年級 馮天文

漫畫類 第三名 守護神的反撲 張昆哲 一年級 韓志玟

漫畫類 第三名 誰與我晚餐 許心沛 二年級 唐彥忍

漫畫類 第三名 迷茫 池家筠 一年級 韓志玟

水墨畫類 第三名 靜謐 何湘尹 一年級 無

版畫類 第三名 貪婪 李孟孺 三年級 無

西畫類 佳作 迷茫 廖彥甯 一年級 韓志玟

平面設計類 佳作 漏 陳巧玲 二年級 馮天文

平面設計類 佳作 醒醒吧!你喝不到的。 吳佳珊 二年級 邱碧玉

平面設計類 佳作 有核不可，非核不可 郭諭潔 三年級 無

漫畫類 佳作 回收明天 李欣妤 三年級 無

漫畫類 佳作 枯 廖柏皓 二年級 林哲榮

漫畫類 佳作 海洋塑化記 邱若芸 二年級 林哲榮

漫畫類 佳作 金錢堆積的世界 林薏馨 一年級 何宸如

水墨畫類 佳作 水中畫影 邱若芸 二年級 林哲榮

版畫類 佳作 一口魚翅，「鯊」百條命 朱韻融 一年級 無

版畫類 佳作 掙扎 蔣欣進 三年級 無

版畫類 佳作 花開於束缚之中 陳郁雯 三年級 呂錦梅

高中普通組

類別 成績 作品 作者 年級 指導教師

西畫類 第二名 母親，你還好嘛? 李章瑗 二年級 無

書法類 第三名 唐‧李白送友人 陳宣任 二年級 無

書法類 佳作 山居秋暝 廖禹睿 三年級 施珮汝

書法類 佳作 摘單鉛餘錄 林巧 一年級 林宇涵

國中組

類別 成績 作品 作者 年級 指導教師

西畫類 第一名 回憶 李姿瑩 三年級 葉珊伶

漫畫類 第一名 最後一餐也要自拍 胡凱傑 二年級 葉珊伶

水墨畫類 第一名 巷弄一隅 林垣邑 二年級 葉珊伶

西畫類 第二名 海龜悲歌 許恩睿 一年級 葉珊伶

書法類 第二名 唐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 楊翊詮 二年級 賴佩琳

漫畫類 第二名 畢卡索的快樂與憂傷 陳昀安 一年級 葉珊伶

版畫類 第二名 看見地球的吶喊 盧品臻 二年級 葉珊伶

西畫類 第三名 振嚮飛 吳睿瑄 三年級 葉珊伶

書法類 第三名 杜甫－蜀相 黃楷婷 二年級 施秀卿

漫畫類 第三名 壓力 林思瑜 一年級 李家毓

水墨畫類 第三名 居安思危 陳玟妁 三年級 韓志玟

版畫類 第三名 快看！ 許恩睿 一年級 葉珊伶

版畫類 第三名 時間 黃芊叡 一年級 葉珊伶

西畫類 佳作 心之籠 郭芙榕 二年級 葉珊伶

書法類 佳作 韋莊詩 蕭雅方 二年級 葉珊伶

書法類 佳作 李頎坨送魏萬之京 黃楷評 三年級 王蕙玟

書法類 佳作 春思 陳翊安 三年級 邱芷薇

漫畫類 佳作 貧富差距 范宇頡 二年級 葉珊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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