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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111-09-16 

高中部 水墨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庚 余牧潔 33 林中景色—朽木 

高中部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丙 汪佳筠 38 有家難龜 

第二名 高二辛 謝國加 11 時尚災變 

第二名 高二辛 張采婕 36 PRIDE-LOVE IS LOVE 

第三名 高二辛 陳思綺 27 最美的風景 

第三名 高三甲 陳韋翰 26 減塑環保，海洋更好 

優選 高一乙 林佩穎 44  

優選 高一庚 林品淇 36  

優選 高二戊 李政融 5  

優選 高二戊 徐穆平 14  

優選 高二戊 董姿琳 41  

優選 高二戊 吳翊岑 43  

優選 高二戊 陳采彤 49  

優選 高二辛 張宴榕 22  

優選 高三甲 陳邑銘 24  

優選 高三乙 賴煜惟 31  

優選 高三丁 曹永霖 21  

優選 高三戊 王欣璿 2  

優選 高三己 徐昱楷 14  

優選 高三庚 朱傑 3  

優選 高三庚 吳孟熹 5  

優選 高三庚 林旻隆 7  

優選 高三庚 黃立華 22  

優選 高三庚 劉泓庭 30  

優選 高三辛 陳昱安 13  

優選 高三辛 張柏芝 28  

優選 高三辛 黃奕綺 31  

優選 高三辛 林宜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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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一己 陳宏倫 21  

佳作 高一己 林美諭 36  

佳作 高二乙 葉恩琳 48  

佳作 高二丙 鄧丞庭 24  

佳作 高二戊 何哲叡 4  

佳作 高二己 陳子硯 39  

佳作 高二庚 張瑋倫 14  

佳作 高二庚 陳德叡 16  

佳作 高三庚 劉育政 28  

佳作 高三庚 陳品宇 41  

佳作 高三辛 劉侑婕 35  

高中部 西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辛 謝國加 11 老照片 

第二名 高一甲 陳思縈 46 執菸不悟 

第二名 高一庚 張禾昕 39 繁 

第三名 高二甲 李尚縈 45 回憶中的塞納河畔 

第三名 高二辛 陳种甫 6 蝗災 

優選 高一丙 蘇柏愷 34  

優選 高一丁 詹子俞 26  

優選 高一己 陳胤安 26  

優選 高一己 黃子芩 38  

優選 高二辛 許芷僑 24  

優選 高三戊 王欣璿 2  

高中部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丁 陳詩侑 16 功名未立書 

第二名 高一辛 黃依慧 39 元倪墓誌 

第二名 高二庚 楊佩姍 41 登樓 

第三名 高一甲 陳品睿 25 木蘭花慢彭城懷古半闋 

第三名 高二戊 劉子齊 33 李商隱〈無題〉 

優選 高二戊 張簡翊余 19  

優選 高二辛 莊詠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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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一己 童彥叡 29  

佳作 高二甲 陳宥銘 28  

 

高中部 漫畫類 

 

 

 

 

 

 

 

 

 

高中部 版畫類 

 

 

國中部 水墨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3 陳奕臻 28 迴 

第二名 國一 8 許甄庭 44 哇！怎麼變成小呆瓜了 

佳作 國一 9 王妍恩 36  

 

國中部 西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7 王稔傑 3 我最愛的鋼彈模型 

第二名 國二 3 李弈叡 10 捨離 

第二名 國三 8 許甄芸 42 自大/自悲 

第三名 國一 8 許甄庭 44 獸醫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丙 張宇寬 21 放稚型養成 

第二名 高一戊 侯怷蕾 39 防疫大作戰 

第二名 高二己 劉睿哲 23 挖掘真相 

第三名 高二己 徐碩涵 36 原來 

第三名 高二辛 郭哲妤 25 108課綱下的我們 

優選 高一甲 陳思縈 46  

優選 高一丁 葉彥辰 24  

優選 高一戊 陳品勻 40  

優選 高二甲 鄭宇晴 52  

優選 高二乙 楊潘承毅 32  

優選 高三庚 鄒妤婕 42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丁 蘇威綸 32 不期而遇—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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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國一 17 楊絜甯 44 疫情的痛苦 

優選 國一 4 許芝庭 44  

優選 國一 7 蔡諶逸 32  

優選 國一 10 陳姵儒 42  

優選 國一 15 江瑀庭 36  

優選 國一 16 陳姵璇 46  

優選 國二 7 賈希 41  

優選 國二 10 黃梓棠 32  

優選 國二 12 楊子頡 33  

優選 國二 14 林知儀 14  

優選 國二 16 黃敬惟 34  

佳作 國一 1 翁采婕 37  

佳作 國一 4 蔡亞庭 46  

佳作 國一 11 麥硯勛 25  

佳作 國一 14 郭靜涵 42  

佳作 國二 1 何宥騏 5  

佳作 國二 2 林芸菲 12  

佳作 國二 8 黃睿誼 34  

佳作 國二 13 張嘉芸 24  

佳作 國二 16 曹庭蓁 18  

佳作 國三 5 林哲澧 2  

國中部 版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16 汪弦縉 9 抵抗病毒 

第二名 國二 2 曾鳳書 32 揮春 

第二名 國二 3 李弈叡 10 柴香柿溢 

第三名 國一 4 何采芝 37 雨中蜂鳥 

第三名 國二 10 蕭學寓 47 「非」魚季 

優選 國一 16 林祐立 11  

優選 國二 14 呂宥儀 9  

佳作 國一 16 林揆等 12  

佳作 國二 12 駱姿安 41  

佳作 國二 13 吳念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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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8 黃宥昕 24 積雨輞川莊作 

第二名 國一 3 蕭佳宜 49 登樓 

第二名 國三 13 陳君妮 44 出塞 

第三名 國一 5 林芷宜 38 同題仙游觀 

第三名 國一 9 楊鈞安 28 王維-山居秋暝 

優選 國一 2 吳宸寬 7  

優選 國二 9 譚定原 49  

佳作 國二 13 張榛顯 25  

佳作 國二 14 鄭粲融 46  

 

國中部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8 楊祐林 36 鯨塑 

第二名 國一 7 張柏浚 15 兩性平等 

第二名 國一 15 侯詠芯 39 全家福？ 

第三名 國一 16 林祐立 11 捍衛家園 

第三名 國三 14 張晉瑋 21 刃疫門 

優選 國一 4 邱子儀 42  

優選 國一 13 劉朝霞 43  

優選 國一 16 張翊庭 44  

優選 國一 17 郭湘琦 38  

優選 國二 7 鄭卉芯 46  

優選 國三 14 高丞歆 41  

優選 國三 15 宋柏毅 4  

佳作 國一 2 顏寀蓉 49  

佳作 國一 13 管浩宇 23  

佳作 國一 17 蔡雨彤 45  

佳作 國二 8 林振旭 16  

佳作 國二 17 廖辰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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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 漫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2 曾鳳書 32 「崩」 

第二名 國一 16 陳姵璇 46 拜金主義 

第二名 國三 2 黃暄雅 44 末日 

第三名 國一 8 紀詠傑 16 綠洲 

第三名 國一 13 曾亮鈞 19 罪魁禍「手」 

優選 國一 10 陳姵儒 42  

優選 國一 12 王子霖 36  

優選 國二 3 陳奕臻 28  

優選 國二 7 陳品慈 30  

優選 國二 10 楊鈞皓 35  

優選 國二 10 蔣起軒 42  

優選 國三 5 林哲澧 2  

優選 國三 12 李家鵬 8  

佳作 國一 2 黃可昕 46  

佳作 國一 6 賴羽芝 47  

佳作 國一 7 李芸萍 35  

佳作 國一 13 陳羿蓁 38  

佳作 國一 14 薛伯安 33  

佳作 國一 17 鄭品浤 31  

佳作 國二 2 蕭辰芸 40  

佳作 國二 4 徐唯捷 19  

佳作 國二 12 游舒琁 30  

佳作 國二 12 謝炘佑 42  

佳作 國二 13 游幃婷 36  

佳作 國二 16 陳彥惠 29  

佳作 國三 14 吳若源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