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1 

高中部 水墨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優選 高一戊 林冠廷 08  

佳作 高二乙 周裕坤 06  

佳作 高二丁 邱富彬 15  

佳作 高二丁 陳翰辰 29  

 

高中部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甲 胡珮怡 42 渴口渴樂 

第二名 高三甲 謝承澤 33 吞噬．社會 Happier than ever... 

第二名 高三甲 謝家禾 38 Look Above 

第三名 高一丙 宋昀禧 40 全罩市 

第三名 高一戊 徐穆平 15 生活環境與藝術的結合 

優選 高一丙 吳翊岑 39  

優選 高一戊 陳采彤 42  

優選 高二戊 王碩濬 02  

佳作 高一己 莊永婕 34  

佳作 高一庚 沈裕承 06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2 

高中部 西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乙 陳寧 26 商觴傷 

第二名 高三戊 劉又齊 24 花 

第二名 高一辛 林有誼 03 蝶戀花 

第三名 高二甲 張瑀庭 45 我們的自拍 

優選 高一乙 許詔鈞 25  

優選 高一己 許智恩 11  

優選 高一己 王靖云 26  

優選 高一庚 許芷僑 34  

優選 高二丙 蔡恩昕 32  

佳作 高一戊 劉章銓 32  

佳作 高一戊 劉廷駿 31  

佳作 高一己 張書睿 09  

佳作 高一庚 沈芝琳 28  

佳作 高二己 巫享達 08  

佳作 高二庚 陳品宇 41  

 

高中部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丙 張簡翊余 15 秋風辭 

第二名 高一甲 張立想 42 《水調歌頭》 

第二名 高一戊 劉子齊 30 李商隱〈無題〉 

第三名 高二乙 張茵棋 41 無題 

第三名 高二丁 石承鈞 03 《無題》 

優選 高一戊 廖子萱 46  

優選 高二丁 陳冠廷 23  

佳作 高一丙 游博竣 22  

佳作 高一庚 鍾秉霖 24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3 

高中部 漫畫類 

高中部 版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戊 邱靖芸 44 海 

第二名 高三丙 林珈如 34 幕前 

第二名 高一乙 邱奎涵 39 疫鳴驚人 

第三名 高二戊 林佳林 11 我躲在黑夜的 2021吶喊 

第三名 高二辛 曾稚袽 30 物質 

優選 高一戊 紀信宏 13  

優選 高一庚 陳种甫 12  

佳作 高一丙 葉曦縈 45  

佳作 高一庚 沈映里 29  

佳作 高二丁 文奕凱 01  

佳作 高二丁 鄭稟宸 37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辛 郭哲妤 33 地球暖化 

第二名 高一甲 劉瑜忻 47 人生的下一站 

第二名 高一甲 鄭宇晴 48 饕客 

第三名 高一辛 劉睿哲 22 嗑藥 

第三名 高二辛 張柏芝 28 貪 

優選 高一丙 彭鈺糖 20  

優選 高二丁 曹永霖 21  

優選 高二丁 蔡皓恩 36  

優選 高二辛 林昕誼 24  

優選 高二辛 黃奕綺 31  

佳作 高一己 謝國加 23  

佳作 高一己 黃苹睿 16  

佳作 高二庚 鄒妤婕 42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4 

國中部 水墨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08 許甄芸 42 選「美」？ 

第二名 國二 06 李嘉宸 09 田園風景 

第二名 國一 03 陳奕臻 28 鼓聲祈願 

第三名 國一 04 鄧子嘉 48 高美溼地 

第三名 國一 10 陳旻睿 23 水果店 

優選 國一 03 嚴毅 47  

優選 國二 11 陳嘉妏 47  

 

國中部 西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03 李弈叡 10 百步蛇的新娘 

第二名 國一 14 林知儀 14 漁港風光 

第二名 國二 12 謝孟臻 48 渴望 

第三名 國一 10 黃梓棠 32 讓心放一個假 

第三名 國一 13 張嘉芸 24 森林王子 

優選 國一 02 林芸菲 12  

優選 國一 11 許英浩 20  

優選 國一 16 曹庭蓁 18  

優選 國二 10 林家儀 42  

優選 國二 11 許芸嘉 46  

優選 國二甲 李亭霓 28  

佳作 國一 03 蕭奕澤 46  

佳作 國一 09 吳承璋 07  

佳作 國一 13 許子安 26  

佳作 國一 14 陳泰邑 32  

佳作 國一 15 徐佩妡 20  

佳作 國一 15 張家菱 22  

佳作 國一 16 王俞柔 01  

佳作 國二 06 劉凱琦 48  

佳作 國二 09 楊子鋒 24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5 

國中部 版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02 曾鳳書 32 魚販 

第二名 國一 03 李弈叡 10 八家將 

第二名 國一 10 蕭學寓 47 天才小釣手 

第三名 國二 06 邱靖蓉 39 叢林交響曲 

第三名 國二 15 宋柏毅 04 心魔 

優選 國一 02 賴方瀅 41  

優選 國一 04 黃舜彥 40  

優選 國一 14 呂宥儀 09  

優選 國一 15 陳冠潔 27  

優選 國二 07 洪秉辰 14  

優選 國二甲 王宥淨 24  

佳作 國一 09 許祚維 24  

佳作 國一 13 吳念庭 07  

佳作 國二 11 吳秉程 06  

佳作 國二 12 楊富澄 30  

佳作 國二 14 張晉瑋 21  

佳作 國二甲 黃勇綸 17  

佳作 國三 08 林育安 11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6 
 

國中部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三 02 林芸婕 38 懷歸 

第二名 國二 10 林澤叡 14 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節句 

第二名 國三 15 方郁棋 37 江州重別薛柳六八員外 

第三名 國二 13 陳君妮 44 林散之論書詩 

第三名 國二 12 洪子竣 11 張九齡望月懷遠 

優選 國一 02 曾鳳書 32  

優選 國一 07 紀喬恩 18  

優選 國一 09 譚定原 49  

優選 國一 10 黃子薰 30  

優選 國一 11 李禹婕 09  

優選 國二 02 余欣恬 38  

佳作 國一 03 陳亦謙 26  

佳作 國一 06 王子菱 02  

佳作 國一 12 楊子頡 33  

佳作 國一 13 張榛顯 25  

佳作 國一 16 賴柏源 45  

佳作 國二 04 顏佑丞 34  

佳作 國二 10 陳諺德 25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7 

國中部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07 許芯綾 42 線頸=陷阱 

第二名 國一 10 黃煒宸 33 無蟹殼集 

第二名 國二 14 張晉瑋 21 八家將 

第三名 國一 12 楊子頡 33 魚市場開幕 

第三名 國二甲 朱庭儀 25 生命不是玩具 

優選 國一 02 江苡琳 04  

優選 國一 04 莊寓棋 25  

優選 國一 05 葉庭妤 36  

優選 國一 13 廖宥鈞 41  

優選 國一 15 洪靖崴 19  

優選 國二 02 石濬愷 04  

優選 國二 14 高丞歆 41  

佳作 國一 07 莊才毅 27  

佳作 國一 07 陳允睿 28  

佳作 國一 09 賴羿彣 45  

佳作 國一 14 黃翊宸 15  

佳作 國一 17 張哲睿 24  

佳作 國二 02 鐘柏鈞 35  

佳作 國二 03 邱妍睿 40  

佳作 國二 09 王妍心 50  

佳作 國二甲 林子綺 29  

 



(110-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8 
 

國中部 漫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07 許芯綾 42 非我族類，其心必「疫」 

第二名 國二 08 許甄芸 42 食/時 

第二名 國一 14 童苡鉉 36 視訊宅在家 

第三名 國一 11 葉丞祐 34 逐漸融化的地球 

第三名 國一 01 林婕萾 28 反毒 

優選 國一 02 張靖宇 21  

優選 國一 07 林芷瑜 15  

優選 國一 08 黃睿誼 34  

優選 國一 10 王元甫 01  

優選 國一 12 游舒琁 30  

優選 國一 12 鍾承諺 43  

優選 國一 15 方宥哲 01  

優選 國二 05 鍾宇宸 35  

優選 國二 05 林哲澧 36  

優選 國二乙 張宸瑀 15  

佳作 國一 02 蕭辰芸 40  

佳作 國一 03 廖震桓 39  

佳作 國一 06 辜浥慈 32  

佳作 國一 08 劉佳靜 41  

佳作 國一 12 楊子頡 33  

佳作 國一 13 游幃婷 36  

佳作 國一 14 陳育寧 27  

佳作 國一 15 陳婕芸 33  

佳作 國一 15 廖玟淇 39  

佳作 國二 04 朱云如 36  

佳作 國二 14 唐若珊 42  

佳作 國二乙 劉宗叡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