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職)美術組

類別 就讀年級 科系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作品名稱

1 西畫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3 610185 16 劉璟琛 城市光影

2 西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2 710379 40 曾牧茵 游離

3 西畫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1 610149 2 吳定遠 無恙

4 西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521 24 林薏馨 晨曦中的炊煙

5 西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63 11 廖彥甯 憂

6 西畫類 一年級 美工科 美一2 810062 43 廖宣卉 假面的告白

7 西畫類 三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三1 610072 36 楊欣芸 將

8 西畫類 一年級 美工科 美一1 810070 49 蘇品諭 風‧花香‧溫情

9 西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1 710507 41 黃薇瑄 密食

10 西畫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3 610183 13 廖柏皓 回憶的枷鎖

1 書法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521 24 林薏馨 錦瑟

2 書法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1 610653 18 顏廷軒 五言絕句四首

1 平面設計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97 6 張昆哲 垃圾炸彈

2 平面設計類 三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三1 610072 36 楊欣芸 凡豬過,必留下痕跡

3 平面設計類 一年級 美工科 美一2 810058 40 黃詩涵 我要未來不要碳

4 平面設計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64 13 趙振町 SAVE POLA

5 平面設計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1 610186 43 劉選愛 汙呼哀災

6 平面設計類 一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一1 810124 15 吳宜蓁 這並不好玩

7 平面設計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475 41 廖怡辰 「塑」魚

8 平面設計類 一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一1 810138 30 張曉愉 受困的小木偶

9 平面設計類 三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三1 610781 5 邱奕勛 No More war

10 平面設計類 一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一2 810152 39 陳灌葶 細心呵護我們的海(文明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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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漫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84 46 蔡怡玟 火力全開 用肺發電

2 漫畫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2 610157 24 林孟瑶 海底超市

3 漫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2 710379 40 曾牧茵 我也好想吃!

4 漫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532 40 楊欣悅 理想．憂鬱

5 漫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535 44 潘敏萱 蒼穹下的悲鳴

6 漫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469 4 張嘉宇 酒駕

7 漫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97 6 張昆哲 揮撒之後

8 漫畫類 一年級 美工科 美一2 810060 13 葉澤曦 救贖

9 漫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61 39 黃羿媜 哭泣的背後

10 漫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472 7 陳莆霖 盲

1 水墨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471 34 陳奕慈 返鄉

2 水墨畫類 三年級 美工科 美三1 610159 7 林筠澔 庇佑

3 水墨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65 43 趙葳 真善美

4 水墨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53 23 何湘尹 憶

5 水墨畫類 一年級 美工科 美一1 810881 15 賴昱丞 悠然之地

6 水墨畫類 一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一1 810157 42 黃渝庭 金魚

1 版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2 710419 21 林承萱 鼠光乍現

2 版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1 710362 42 廖芷萱 分心

3 版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1 710461 45 趙心綾 e視代

4 版畫類 二年級 美工科 美二2 710347 18 朱韻融 「冰」被世界「珊」除了 嗎?

5 版畫類 二年級 廣告設計科 廣二2 710464 23 林毓穎 瞬間的永恆



 108學年高中(職)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校內徵選入選名單

類別 就讀年級 科系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作品名稱

1 西畫類 二年級 高中部 高二4 71XJ33 29 黃弘任 消逝的期望

1 書法類 一年級 高中部 高一3 81XC29 29 黃楷評 王昌齡 重別李評事

2 書法類 一年級 高中部 高一1 81XA27 27 陳翊安 桃花谿

3 書法類 二年級 高中部 高二10 71XJ43 43 趙希弘 倪瓚＜懷歸＞

4 書法類 三年級 高中部 高三3 61XC22 42 陳宣任 宋.陳與義臨江仙詞

1 漫畫類 三年級 國際部 國際1201 61KG28 28 戴琬芳 撕裂

2 漫畫類 二年級 綜高 綜二1 710048 38 謝亭萱 Rosette of Silhouette

3 漫畫類 三年級 電子科 子三1 610567 34 傅家齊 迷「網」

1 水墨類 二年級 綜高 綜二3 710157 16 賴芃君 老故事

1 版畫類 一年級 高中部 高一6 81XF17 17 陳玟妁 爭

2 版畫類 二年級 高中部 高二7 71XG36 36 黃晴 更迭

高中(職)普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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