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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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高二戊 游秉叡 17 無題 

優選 高二甲 白欣明 42  

優選 高一辛 楊旭寬 25  

優選 高一乙 周裕坤 5  

佳作 高一丁 張恩齊 14  

佳作 高一庚 韓詠婷 32  

佳作 高一己 蔡家蕙 41  

佳作 高一丁 王榕嶔 1  

 

高中部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辛 蔡怡廷 41 忽˙略 

第二名 高二戊 吳其秦 32 地球與我們的肺 

第二名 高一乙 王芊俞 32 世界大不同 

第三名 高二己 謝在宥 29 日日穿梭在古今 

優選 高二丙 陳逸駿 20  

佳作 高二丙 戴勁安 30  

佳作 高二庚 鍾翊琦 42  

佳作 高一己 黃梓祐 22  

佳作 高一己 蔡育睿 27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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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甲 紀亭妤 47 新生 

第二名 高二辛 葉名桐 21 游子 

第二名 高一己 張柏芝 36 致我最愛的母親 

第三名 高一乙 蔡予仟 46 靠站 

優選 高一戊 王欣璿 1  

優選 高一丁 蔡恩昕 43  

優選 高二丁 蔡佩琪 35  

優選 高二戊 劉又齊 24  

佳作 高二甲 林岳享 4  

佳作 高一辛 黃立華 23  

佳作 高二乙 周宣君 41  

 

高中部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一乙 姚人旭 8 韓愈春雪 

第二名 高二甲 陳詩孟 21 劉克莊泌園春 

第二名 高二甲 王宥涵 40 岑參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 

第三名 高一乙 莊大成 12 破陣子 

第三名 高一庚 吳孟熹 3 心經 

優選 高三甲 游家菱 46  

優選 高二甲 梁家維 11  

佳作 高一乙 游佩蓉 41  

佳作 高一乙 黃柏晟 22  

佳作 高一己 徐昱楷 13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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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心平 34 夏日一瑀 

第二名 高一辛 吳東彥 5 拯救動物 

第二名 高二戊 袁晁瑋 8 澈 

第三名 高二丙 林珈如 34 黃昏 

第三名 高一乙 邱奎恩 6 未來三年的生活 

優選 高一己 詹詠竹 40  

佳作 高一乙 許庭愷 14  

佳作 高一丁 游晨奕 25  

佳作 高一庚 劉育政 24  

佳作 高一辛 楊騰鈞 27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高二戊 林心平 34 面對現實 

第二名 高一庚 吳孟熹 3 2020地球浩劫 

第二名 高二乙 蔡承軒 30 為時，已晚 

第三名 高一丙 陳昀辰 43 愛在心口難開 

第三名 高一庚 黃奕綺 41 葉下—致我們的青春 

優選 高二己 劉家念 41  

優選 高一丁 林彥呈 7  

佳作 高一庚 粘彩資 40  

佳作 高一乙 楊采蓉 43  

佳作 高二庚 吳宜澄 3  

佳作 高一庚 鄒妤婕 42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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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陳芯慧 45 人間縱我 

第二名 國一乙 廖家浿 37 傳承 

第二名 國一 8 許甄芸 42 
外來種的天堂 

原生種的悲歌 

第三名 國一 6 劉凱琦 48 童年 

第三名 國二 2 劉宇翔 29 水墨畫 

優選 國一 13 施品妍 41  

優選 國一 10. 張志宏 17  

優選 國二 10 陳宥安 21  

佳作 國二 8 謝婕妤 49  

佳作 國一 14 盧庠榛 34  

佳作 國二 10 王子齊 10  

佳作 國二 13 曾冠齊 28  

佳作 國二 6 陳羽彤 45  

佳作 國一 3 梁芫滕 15  

佳作 國二 4 楊傑成 25  

佳作 國一 10 郭梓呈 20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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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三 14 陳寧 23 夢 

第二名 國三 12 沈苡恩 41 信．仰 

第二名 國二 11 黃博晨 27 菸菸一息 

第三名 國二 11 王睿晨 4 築愛 

第三名 國二 3 陳思縈 43 青春歲月 

優選 國一 6 張芸甄 43  

優選 國二 2 洪瑋哲 12  

優選 國二 2 楊子慶 26  

優選 國二 6 詹淯靖 47  

優選 國二 13 羅星 50  

優選 國一 10 林家儀 42  

優選 國二 5 賴儀庭 50  

佳作 國一 3 林承志 6  

佳作 國二 6 王品臻 36  

佳作 國二 1 高榆傑 14  

佳作 國二 4 賴妘臻 49  

佳作 國一 2 劉語喬 46  

佳作 國二 8 何鈞澤 8  

佳作 國一 7 陳宥慈 43  

佳作 國二 2 吳沛芸 40  

佳作 國一 10 蔡采辰 48  

佳作 國二 2 黃政堯 24  

佳作 國二 15 陳詠妤 44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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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9 楊子鋒 24 我愛做花燈 

第二名 國二 10 江恩典 42 星座漩渦 

第二名 國二 8 張泰翔 5 千里眼和順風耳 

第三名 國二 8 林育安 11 你們當我塑膠 

第三名 國一 15 陳柏叡 23 兒時記趣 

優選 國一 15 宋柏毅 4  

優選 國一 12 陳竑瑋 28  

優選 國一 11 吳秉程 6  

優選 國二 15 蘇威綸 36  

佳作 國一 11 陳睿安 26  

佳作 國一 10 張祐愷 37  

佳作 國一 14 張宸睿 20  

佳作 國一 3 林彥叡 7  

佳作 國二 2 鍾郁婷 50  

佳作 國一 3 鐘紹軒 35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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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二 2 林芸婕 38 七言絕句 

第二名 國二 15 方郁棋 37 常建一題破山寺後禪院 

第二名 國一 13 陳君妮 44 出都留別諸公 

第三名 國二乙 鄧允睿 7 閣夜 

第三名 國二 8 林暐芯 38 唐詩二首 

優選 國一 10 陳彥德 25  

優選 國一 4 顏佑丞 34  

優選 國一 2 林采潔 39  

優選 國一 12 洪子竣 11  

優選 國二 7 吳竺恩 7  

優選 國二乙 黃怡甄 33  

優選 國二 3 鄭為桓 31  

佳作 國一 15 林家澤 8  

佳作 國一 10 林澤叡 14  

佳作 國一 2 呂翊瑒 7  

佳作 國一 10 江定皇 3  

佳作 國一 13 曾煒翔 19  

佳作 國一 2 紀宥臣 17  

佳作 國一 14 柯宥菲 46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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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設計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12 李家鵬 8 空污 kuso 

第二名 國一 6 施品岑 40 木偶戲 

第二名 國二 1 侯怸蕾 41 迎媽祖 

第三名 國一 10 王聖典 1 空氣清淨機 

第三名 國二 6 汪佳筠 38 防疫工作，刻不容緩 

優選 國一 13 陳暄蓁 46  

優選 國一 14 張晉瑋 21  

優選 國二 8 陳宇康 21  

佳作 國二 4 林牧德 8  

佳作 國一 9 林奕諄 5  

佳作 國一 14 高丞歆 41  

佳作 國二 2 陳柔妃 45  

佳作 國一 3 張立昕 13  

佳作 國一 4 陳晨耀 14  

佳作 國二 6 許僑旆 44  

 



(109-1)臺中市天主教衛道高級中學 人文藝術獎獲獎名單  p.9 
 

國中部 漫畫類 

 

名次 班級 姓名 座號 題目 

第一名 國一 7 許芯綾 42 「疫」起發現「新」台幣 

第二名 國二 3 張宇寬 28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第二名 國三 15 江奕萱 37 禁止霸凌 

第三名 國一 2 黃暄雅 44 罪惡之城 

第三名 國一 12 李家鵬 8 少子化危機 

優選 國二 14 彭渝僑 46  

優選 國一 9 李嬡倫 40  

優選 國一 6 邱靖蓉 39  

優選 國二 7 李芳孺 38  

優選 國一 8 許甄芸 42  

優選 國二甲 張萊恩 10  

優選 國一 15 林亭亞 38  

優選 國二乙 楊之詒 34  

優選 國二乙 曾郁婷 31  

佳作 國二 5 賴思妤 49  

佳作 國二 8 黃安田 26  

佳作 國二 10 彭宇翔 22  

佳作 國一 12 徐睿辰 16  

佳作 國二 14 陳品勻 44  

佳作 國二 10 黃妤婕 44  

佳作 國一 4 陳品言 22  

佳作 國二 8 田庭瑋 7  

佳作 國一 2 孟誌毅 11  

佳作 國一 7 湯柬樺 26  

佳作 國一 3 林子安 38  

佳作 國二 8 葉彥辰 28  

佳作 國一 14 吳盈萱 38  

佳作 國一 13 蘇柏諭 36  

佳作 國一 14 許芸溱 44  

佳作 國一乙 廖家浿 37  

佳作 國二 6 周家禾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