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讀學校 指導老師 

版畫 優等 南投縣 劉宜樽 玩具世界 縣立竹山國小 林麗馨 

版畫 甲等 臺中市 紀竺君 好吃的麵 大甲國小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劉宇翎 水族館一遊 縣立苑裡國小 高惠玲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徐亦生 你看!這隻鳥在做什麼? 縣立東興國小 趙詠婕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曾云靜 樹蔭下 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黃瓊慧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金怡妃 和阿嬤搭海盜船 縣立人和國小 田春惠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胡巧霏 媽媽化妝 縣立民和國小 楊雅惠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金怡亭 小布農遊蘭嶼 縣立人和國小 鄭一魁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王牧心 千里眼和順風耳 東勢國小 王春芬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彭冠閔 童年 中坑國小 洪曼玲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姚彥寬 咕!咕!咕!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彭瑀涵 海產店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李芷棋 獅頭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劭衡 快樂晒魚去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

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林書鍇 污染的海洋 葫蘆墩國小 陳雅萍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黃冠豪 去廟裡拜拜看門神 順天國小 李玉惠 

版畫 優等 臺中市 易孟璇 老街藍染風采 永春國小 顧明如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洪湘庭 傳統技藝之美 縣立客庄國小 張麗霞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黃丞婕 控窯趣 縣立大同國小 張柚蓁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林佳吟 火車趣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黃佩萱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施雅馨 我的媽媽是裁縫師 埔鹽鄉天盛國民小學 鄧延栗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黃唯媗 神遊太空軌道之旅 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 劉永立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全炳昌 飛翔吧 縣立人和國小 顏仁德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谷立晨 騎獨輪車飛馳 縣立民和國小 楊雅惠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劉佳宜 蘭嶼風情 中山國小 陳曉萍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余家豐 下棋的阿公們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陶奕希 甲蟲人入侵玩具城 北屯國小 陳鉞銘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峪宏 蟑螂的入侵 外埔國小 王琴惠 

版畫 優等 臺中市 陳禹安 異想世界 立人高中(國中部) 石美玲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曾柏瑜 束縛。禁錮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邱聖仁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游翔昌 結界穿梭者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邱聖仁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彭琮淯 「石」在傷心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邱聖仁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賴念羲 光影 彰化縣立彰興國民中學 楊盈盈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陳韋亘 美女與變色龍 曉明女中(國中部) 吳清川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卓家萱 藏？葬？ 光榮國中 彭綉雯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徐品翔 巷 僑泰高中(國中部) 楊意美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黃建智 踏青 大業國中 張家瑜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姵丞 「龜」去來兮，我命休矣 明道中學 薛儒修 

版畫 優等 臺中市 陳錦昆 天羅地網 四箴國中 王穗芬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黃睿彥 漁港一隅 縣立苑裡高中附設國中 葉沛晴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曾熙雯 瘟疫正發燒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賴玉萍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羅心妤 搶救 縣立苑裡高中附設國中 陳彥伶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劉庭吟 升學壓力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柯宜雯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楊松庭 老店印象 縣立南投國中 石羽倩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王彥程 盼 五權國中 陳彥劭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蔡柏宇 亂 五權國中 蕭尚杰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白鈜宇 「煎」持生活好滋味 四箴國中 王穗芬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倍誼 噓---。 中港高中(國中部) 王秋燕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廖云綺 崩 大華國中 施旻樺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黃靖茹 my day.my life 大甲國中 呂文珊 

版畫 優等 臺中市 廖芸彤 敬國家的天使們 臺中家商 林峻葳 

版畫 甲等 臺中市 陳玟妁 小羊歷險記－第三話：譏笑 明道中學(高中部) 薛儒修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張德安 艷陽下的金生金柿 縣立興華高中 邱聖仁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陳嗣恩 幻浮丑為夢遊 縣立興華高中 邱聖仁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謝昕妤 流浪狗的悲歌 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版畫 佳作 南投縣 林幸蓉 阿努比斯的審判 縣立旭光高中 陳煜尊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周家嫻 保護色 華盛頓高中(高中部) 劉宗榮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威廷 鰲占頭 致用高中 劉郁嘉 

版畫 特優 苗栗縣 莊書懿 虛構世界 國立苗栗高中 陳儀樺 

版畫 甲等 南投縣 陳昭慈 憶起 國立竹山高中 易豐乾 

版畫 甲等 臺中市 周莓菱 泡茶 青年高中 張伍庭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傅怡庭 尋 國立苑裡高中 林佳誼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柯筑君 遺失的愛 國立苑裡高中 林佳誼 

版畫 佳作 苗栗縣 林映辰 你好，殺人犯 國立苑裡高中 林佳誼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賴榛茵 鬱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陳麗秋 

版畫 佳作 彰化縣 鄧承曄 藏 · 溺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田昊瑜 開墾之毀滅 青年高中 張伍庭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邱旻萱 時間之詩 明道中學(高中部)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馮湘芸 迴旋的青春 明道中學(高中部) 林哲榮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李羿萱 鄉村景色 新民高中(高中部) 吳禹叡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鄧絜予 塑料海洋 臺中一中 楊振華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黃塏升 伊甸的悲歌 臺中一中 楊振華 

版畫 佳作 臺中市 王嘉馨 時光飛梭 東海大學 陳威杰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彭安妍 人人外送中 縣立蟠桃國小 徐暄涵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葉品辰 親情拔河 和美鎮和東國民小學 賴冠如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彥福 秘密基地 育仁國小 李詩涵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林承希 疫情大作戰 永隆國小 張佳伶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紀詠晴 空氣汙染 大同國小 洪蒨薇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楊子昀 臺灣旅遊趣 南陽國小 李珮寧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朱祐霆 不可思議的畫展 瑞穗國小 卓姿君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蔡羽庭 哈啾 沙鹿國小 楊書孟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劉子微 打敗惡視力 縣立大同國小 吳梅瑛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施予蕎 全球新冠肺炎大混戰 縣立大同國小 吳梅瑛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楊佳瑄 藥物濫用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黃逸華 

漫畫 佳作 南投縣 盧以倢 當機器人統治世界 縣立竹山國小 高青煒 

漫畫 佳作 南投縣 林思辰 嬰兒電力公司 縣立竹山國小 高青煒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范幸媛 網路詐騙 大同國小 王馨蓮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胤元 愛惜公物 大同國小 王馨蓮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黃繶睿 別再吃野味 大同國小 王馨蓮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黃彥嘉 未來老人的生活 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陳建佑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梁家榛 閱讀的異想世界 秀水鄉明正國民小學 花英德 

漫畫 佳作 南投縣 李妍欣 資訊的井底之蛙 縣立敦和國小 林青慧 

漫畫 佳作 南投縣 施存鍚 被綁架的現代人 縣立文山國小 林彥甫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旻昕 偽出國體驗 東勢國小 劉武佳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劉羿廷 河馬潛水趣 建國國小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李宥蓁 輸給病毒的女神 南陽國小 李珮寧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詹蕎瑄 奔喪 南陽國小 許芳熒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朱妡庭 誰玩誰? 瑞穗國小 鄭雅馨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莛媛 海洋哭泣的鏡頭 沙鹿國小 賴彥全 

漫畫 特優 彰化縣 陳行恩 報復性出遊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賴仲彥 

漫畫 優等 臺中市 蘇庭誼 老人島 大元國小 陳信有 

漫畫 甲等 臺中市 蔣帛澄 下一個是誰？ 大元國小 陳信有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許采妮 吸菸危害 縣立大同國小 温奇才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葉蕙溱 人間「先盡」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林晉任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許絜甯 蛙！熱到受不了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王士柏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魏梓綺 還我海洋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邱麗玲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宥錡 青蛙流浪記 大元國小 陳信有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賴潔凌 被控制的魁儡 大同國小 陳易村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匡智寧 食在肺炎 疫炎難盡 縣立竹南國中 林昱岑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邱紫嫄 壓力 縣立照南國中 王麗芬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王翎軒 海底急診室 曉明女中(國中部) 吳清川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韋亘 悲傷美人魚 曉明女中(國中部) 吳清川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王亮允 照騙 新光國中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李胤平 望女成鳳 福科國中   

漫畫 特優 臺中市 林曉慧 卸不掉的無盡包袱 四箴國中 王穗芬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張沈勝 嚇死人的不死病毒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葉雨涵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許馨方 陪伴 彰化縣立鹿港國民中學 林嘉明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温喬淯 龜途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柯宜雯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陳雨彤 網路奴僕 彰化縣立鹿港國民中學 林嘉明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何宜庭 愛護大自然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柯宜雯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張仲崴 工業・魂 向上國中 陳采青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妍妡 Way back home 向上國中 賴于婷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洪榛苓 媒體圍剿 隱私赤裸 四箴國中 王穗芬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傅宇婕 「戴」價而估 豐陽國中   

漫畫 特優 彰化縣 謝昕妤 無尾熊的悲歌 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漫畫 甲等 臺中市 謝欣儒 填鴨 興大附中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周欣俞 不蚊不問 縣立苑裡高中 蘇郁雯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李憶璇 戲 縣立苑裡高中 蘇郁雯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黃軒澄 拜拜新時代 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漫畫 佳作 南投縣 王昱婷 被綑綁的青春 國立暨大附中 蕭又嘉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宜恒 森林悲歌 華盛頓高中(高中部) 劉宗榮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侯嘉軒 瞬間 立人高中(高中部) 王昭華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楊媞安 晚聚;網拒 興大附中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籃宇蓁 信仰 臺中女中 劉淑貞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賴羽萱 文明的喪鐘 臺中女中 鄭如娟 

漫畫 甲等 臺中市 張淮甄 疫箭雙雕 新民高中(高中部) 陳郁惠 

漫畫 佳作 苗栗縣 韓亞溦 媒體識讀 國立苗栗高中 陳欣慧 

漫畫 佳作 彰化縣 邱俊傑 網隔 國立彰化高商 張伊蒂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杜姮諾 生存困境 明道中學(高中部) 周壽祖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葉澤曦 如果我們還有明天 明道中學(高中部) 呂錦梅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李鎮成 救贖 新民高中(高中部) 陳郁惠 

漫畫 佳作 臺中市 呂知翔 空氣之爭 臺中一中 朱忠勇 

漫畫 特優 臺中市 周佳昀 戰「疫」COVID-19 嶺東科技大學 顏鎮榮 

漫畫 甲等 苗栗縣 蘇清龍 5G 時代 育達科技大學 潘哲倫 

西畫 甲等 臺中市 陳寧 夢 衛道高中(國中部) 莫昍霖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邱紫嫄 漁港 縣立照南國中 王麗芬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姚懿軒 憶,舊夢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李秀月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王子昀 時代變遷 彰化縣立彰興國民中學 林鳳英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温冠鈞 古早雜貨店 光明國中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陳靖恩 巧雕童玩繫孫情 黎明國中 林宗隆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邱敬庭 好，然後呢？ 明道中學 葉珊伶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王盈婷 防疫大採購 聞不到的香味 后里國中 紀勝隆 



西畫 特優 臺中市 陳明熹 春天無語 五權國中 黃瓊儀 

西畫 甲等 臺中市 潘貞霓 承載人生行腳的舞台 四箴國中 王穗芬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林昀廷 約束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古義宗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林盈薰 時光倒轉 縣立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古義宗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黃閔慧 童年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廖麗茹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吳庭儀 現實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蔡育其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妍蓁 美麗與哀愁 五權國中 黃瓊儀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林靖婕 生機無限 爽文國中 李玉美 

西畫 優等 彰化縣 林家宏 最後掙扎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林銘奕 

西畫 甲等 臺中市 余竹典 今.昔 弘文高中(高中部) 張惠雯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陳昕昀 生．機 國立竹南高中 陳閩萱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葉昀欣 港邊風情 國立苗栗高商 劉慧平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李昀叡 告別童年 國立彰化高級中學 盧昕彤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施葛馡 幽境 國立溪湖高級中學 簡世哲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王宣淇 跳躍吧！夢想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王偲宇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周宜慧 孤．光 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夏啟嘉 青春徬徨 明道中學(高中部) 陳冠佑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劉尚瑜 邁步 新民高中(高中部) 王雅文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紀亭妤 新生 衛道高中(高中部) 莫昍霖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董庭芝 顏色不是一切 大甲高中   

西畫 甲等 彰化縣 張師緁 禁錮蔓延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曾柏仁 

西畫 佳作 苗栗縣 謝昕絜 隱形的翅膀 國立苑裡高中 許惠茹 



西畫 
佳作 彰化縣 魏柏鈞 追求?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級中

學 吳奕錡 

西畫 佳作 南投縣 黃文妤 救贖 國立竹山高中 林政杰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陳盈蓁 膠卷遊牧式城市 大明高中(高中部) 賴彥岐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劉洛安 創作的假像 臺中一中 鄭炳煌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姚仲鈞 蟬想 臺中一中 楊振華 

西畫 優等 臺中市 王嘉馨 歸途 東海大學 陳威杰 

西畫 甲等 臺中市 陳冠睿 癮 東海大學 陳威杰 

西畫 甲等 臺中市 陳怡蓁 流年流逝 東海大學 陳威杰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王彤 喜怒哀樂？ 東海大學 陳威杰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勝振 冉生 東海大學 陳威杰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劉香筠 誕生 亞洲大學 施養佳 

西畫 佳作 臺中市 陳亭伊 夕陽長送釣船歸 中國醫藥大學 賴膺中 

書法 甲等 臺中市 劉品萱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內埔國小 韓紫綺 

書法 佳作 苗栗縣 黃詣宸 浣溪紗 縣立福基國小 陳昭卿 

書法 佳作 苗栗縣 陳玟羽 浣溪紗 縣立客庄國小 李重嶢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張以岳 驟雨打新荷 員林市靜修國民小學 吳弘政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賴宣淩 草山行春 員林市員林國民小學 江慈君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許晏寧 勇氣的現場鑑識報告 縣立南投國小 林佩萱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洪子妍 四塊玉.別情 縣立草屯國小 邱正偉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張湛詣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大里國小 施翔友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劉恩瑜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瑞城國小 廖豐欽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林牧澄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大勇國小 黃渝美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陳奐言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龍泉國小 賴美如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陳螢箴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龍泉國小 林淑玲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曹宸瑋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大德國小 方翠禪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蔡宇閎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梧棲區中正國小 戴毓利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蔡宗諺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大雅國小 田時杰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張紫怡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鹿峰國小 陳采勤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劉籽均 驟雨打新荷 員林市員東國民小學 魏鳳儀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邱彥愷 草山行春 永靖鄉永靖國民小學 邱秀惠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鄭惠閔 勇氣的現場鑑識報告 縣立草屯國小 洪森熙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吳忠翰 勇氣的現場鑑識報告 縣立南投國小 林佩萱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唐子期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北區中華國小 陳純惠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黃子庭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建功國小 葉珮甄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黃彥晨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大德國小 方翠禪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蔡善宇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大雅國小 田時杰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吳孟茹 驟雨打新荷 

私立文興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 林威儒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洪稚蛟 驟雨打新荷 彰化縣立芳苑國民中學 蔡銹靜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魏柏沅 秋聲賦 縣立草屯國中 江秋慧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錢宥任 秋聲賦 縣立竹山國中 陳佩君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王子瑋 秋聲賦 私立均頭國中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林千雅 秋聲賦 縣立南崗國中 林大鈞 

書法 甲等 彰化縣 梁芷瑄 草山行春 彰化縣立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書法 
甲等 臺中市 蔡依宸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中港高中(國中部) 林圭堂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劉瀚云 驟雨打新荷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蔡育其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謝宛彤 草山行春 彰化縣立溪湖國民中學 花千惠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吳宇倢 秋聲賦 縣立南投國中 胡乃韻 

書法 佳作 南投縣 邱鈺淩 秋聲賦 縣立南投國中 胡怡妙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張軒誠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中港高中(國中部) 林圭堂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紀佐燁 

老詩人重返金門翟山坑道(節

錄) 龍津高中(國中部) 王清誌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呂念潔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大甲國中 顏惠菁 

書法 特優 臺中市 楊翊詮 紅嬰孩(節錄) 明道中學(高中部) 葉珊伶 

書法 優等 彰化縣 王宥沺 人月圓․山中書事 國立彰化高商   

書法 佳作 苗栗縣 葉映辰 人月圓，山中書事 國立苗栗高中 彭義婷 

書法 佳作 苗栗縣 林則妤 秋過白河 國立苗栗高商 林俊良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洪維詩 人月圓․山中書事 國立溪湖高級中學 鄭禮勳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林容 紅嬰孩(節錄) 臺中女中   

書法 
佳作 彰化縣 詹雨潔 飲湖上初晴後雨二首其二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級中

學 黃文瓊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魏婕丞 紅嬰孩(節錄) 明道中學(高中部) 王士豪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陳柏屹 紅嬰孩(節錄) 龍津高中(高中部) 王清誌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洪瑜君 紅嬰孩(節錄) 臺中一中 紀冠地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李柏逸 始得西山宴遊記(節錄) 靜宜大學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賴乙萱 始得西山宴遊記(節錄) 中國醫藥大學 賴膺中 

書法 佳作 臺中市 陳俊宏 始得西山宴遊記(節錄) 靜宜大學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吳淨慈 啊~雲霄飛車 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 丁淑慧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彭承諺 水族箱裡的大夾蟹 賴厝國小 金仁筠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黃逸玹 仙人掌 東勢國小 李麗雲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志騏 下雨天來打遊戲 大同國小 柯維貞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陳妍芳 夜市撈魚 忠孝國小 吳杰易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陳欣瑩 曬衣趣 忠孝國小 吳杰易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黃麒恩 達悟族甩髮舞 葳格高中(國小部) 江躍龍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王謙皓 牛 瑞穗國小 鍾雅琴 

繪畫 甲等 南投縣 黃芃瑞 蝦蝦蝦 縣立雙冬國小 邱永漢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陳守嗣 傳承 彰化市聯興國民小學 白君婷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賴勝業 木棉花季 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趙振輝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賴岳慈 躲迷藏 篤行國小 蘇玫樺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顧哲瑋 夜市撈魚 忠孝國小 吳杰易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李婕睿 餵雞 清水國小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溫友廷 宮原眼科 建功國小 楊桂櫻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李馨倪 種樹真快樂 南陽國小 李珮寧 

繪畫 特優 臺中市 何宥辰 九份老街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繪畫 甲等 臺中市 姚彥寬 參觀恐龍博物館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莊雅筑 雜貨舖 縣立通霄國小 陳茜筠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邱品嘉 有趣的科學營 縣立通霄國小 陳茜筠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鄒豐竹 環遊整個世界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陳榮彬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黑璿恩 香菇肉羹 大同國小 王馨蓮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鄭翔文 阿媽替我車名牌 順天國小 鄭賓鴻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陳欣岑 我也會割稻仔 順天國小   

繪畫 優等 彰化縣 張玉鈴 開心出遊 彰化市東芳國民小學 粘憲文 

繪畫 甲等 彰化縣 吳佳諾 傳統紙藝-大士爺 員林市靜修國民小學 劉家岑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范靜文 放學路上 縣立錦水國小 林佳瑾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邱佳宜 現撈仔 縣立錦水國小 林佳瑾 

繪畫 佳作 南投縣 張玉璇 世紀球戰 縣立鹿谷國小 蕭靜怡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黄莉雅 原住民婚禮 烏日國小 楊舒婷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黃僑偉 傳統技藝 大肚國小 張明玉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林姝聿 少子化友善新世代 四張犁國小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陳俞蓁 第一市場 華盛頓國小 李若琦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任彥銘 裝修冷氣 縣立頭份國小 盧詩欣 

繪畫 佳作 苗栗縣 林禹晴 維修中 縣立頭份國小 林俊良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賴彥宇 結實累累的豐收季節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鄒世麟 

繪畫 佳作 彰化縣 張力元 修理腳踏車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賴仲彥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洪亞芸 虔誠祈禱 大元國小 陳信有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郭雅淳 美濃紙傘人家 大元國小 魏筠蓉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紀詠傑 老街巡禮 大同國小 鐘兆慧 

繪畫 佳作 臺中市 黃泓輔 外婆的拿手菜包粽子 大同國小 陳易村 

水墨 特優 苗栗縣 黃柏穎 親愛的,恐龍復活了 縣立后庄國小 羅郁華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陳玟羽 樂在其中 縣立客庄國小 吳淑媚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張庭瑜 幫大熊洗澡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王士柏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謝亞臻 有樹的城市 縣立嘉和國小 吳振益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林宏榤 少年羽球賽 縣立竹山國小 林麗馨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劉恩欐 悠遊 縣立平和國小 吳振益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游鈺宣 靜觀 縣立名間國小 施念柔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竇小彧 我們的弦樂團演奏會 臺中教大附小 郭秉勳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仕軒 夜市釣蝦 東勢區成功國小 黃郁筑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沈牧瑋 水族館的奇遇 大勇國小 林慧靜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王騫毅 大吉(雞)大利 大勇國小 陳玉枝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顏碧萱 熊貓 大甲區文昌國小 卓瑺玲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冠縈 我們來運動 順天國小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鄭恩忻 維修人員 縣立頭份國小 彭千齊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黃若華 舞龍舞獅 縣立大同國小 張柚蓁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楊喬安 農產加工廠 縣立大同國小 張柚蓁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李岳鴻 我是小小解說員 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楊雅婷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游欣霓 金雞下蛋 縣立名間國小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廖峻楷 大船 縣立平和國小 吳振益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許甯傑 賞鳥 大同國小 王馨蓮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鍾承翃 美味的小吃 南陽國小 許芳熒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蘇奕誠 歡樂時光 北勢國小 劉信延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劉庭妤 辦桌 順天國小 鄭賓鴻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林峪宏 蛻變 外埔國小 王琴惠 

水墨 甲等 南投縣 陳濬賢 相看兩不厭 縣立三光國中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陳柏裕 台灣映象 私立君毅高中附設國中 楊琮龍 

水墨 佳作 苗栗縣 王宇欣 獼猴樂園 縣立照南國中 張詠廑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顧家甄 被破壞的一切 彰化縣立大同國民中學 陳佳瑜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邱勁踴 我的心影 彰化縣立永靖國民中學 石馥綺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簡采煜 歲月 縣立南崗國中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吳宇婕 末日之後 縣立中興國中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周宥錚 青春的光景 惠文高中(國中部) 黃永杰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劉宥杉 人潮過後 明道中學 陳冠佑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吳睿恩 心眼・芯衍 明道中學 陳冠佑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祺毓 秋・聚 明道中學 何昱君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賴語軒 午后 東山高中(國中部)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洪祐麒 甜食病毒 大甲國中 徐郁鈴 

水墨 優等 臺中市 盧彥丰 紫‧爆 五權國中 蕭尚杰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廖沂宣 有個夢 彰化縣立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詹思瑀 眷戀時光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柯宜雯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楊千葇 踽踽獨行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蔡育其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紀佳妤 饕客小卷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級中

學國中部 呂子欣 

水墨 佳作 彰化縣 鄭佾庭 沉 彰化縣立溪湖國民中學 許芳甄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廖晏婕 存在論 縣立南投國中 石羽倩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鄒沂嘉 方塊城市 縣立南投國中 吳振益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楊杰睿 信仰與傳承 五權國中 蕭尚杰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柯薰惠 空屋內的孤寂 大華國中 蔡佩融 

水墨 甲等 臺中市 劉沛瑀 少女情懷 華盛頓高中(高中部) 劉宗榮 

水墨 甲等 臺中市 林玥彤 藏寶箱 東山高中(高中部)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黃偉晉 薪傳 國立埔里高工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巫璟齊 鋪柏油 國立暨大附中 蕭又嘉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冠伶 子非魚 華盛頓高中(高中部) 劉宗榮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林崴右 生機 葳格高中(高中部) 陳舒芳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彥廷 百年日常 常春藤高中(高中部) 廖培伶 

水墨 特優 臺中市 蘇品文 對白 臺中一中 朱忠勇 

水墨 優等 臺中市 林卓駿 尋-籽 臺中一中 蕭斐丹 

水墨 優等 臺中市 王琮淯 四分之一 臺中一中 朱忠勇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李佳文 禁錮飛揚 國立竹山高中 陳子張 

水墨 佳作 南投縣 賴竹慧 選秀 國立竹山高中 陳子張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余冠儒 娑婆眾生 豐原高中 朱慧音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周真行 羚視 豐原高中 王庭捷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楊昀恩 我在室雨的角落等你 豐原高中 朱慧音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蔡丞琳 花魁 豐原高中 王庭捷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何昀軒 思囚 明道中學(高中部) 廖永明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張綺殷 如果我 龍津高中(高中部) 陳薇文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林子揚 噬否 龍津高中(高中部) 陳薇文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邱姿寧 夢 臺中一中 朱忠勇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柏佑 龍飛鳳舞 臺中一中 朱忠勇 

水墨 佳作 臺中市 陳勝振 囂崩 東海大學 吳清川 

水墨 甲等 苗栗縣 陳彥安 微光 育達科技大學 潘哲倫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陳可珊 台灣保育類動物 北斗鎮萬來國民小學 高嘉澤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江翊瑄 台灣貓頭鷹攝影展 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 張瓊分 

平面設

計 佳作 南投縣 陳慧芸 鳥語花香 私立普台國小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嚴崴騰 草叢裡的音樂會 東平國小 周奕綺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林品碩 網廢心神 縣立大同國小 吳婉舒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林芊妤 城市音樂會 縣立大同國小 張柚蓁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陳樞睿 聽見花開的聲音~花博音樂會 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 黃稚婷 

平面設

計 佳作 南投縣 溫婕妡 拜金雞求平安 縣立竹山國小 黃士瑜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劉易霏 雕光見影 大同國小 陳易村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邱睿賢 還我乾淨的空氣 大同國小 陳易村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張譯云 失去家的白鷺鷥 順天國小 邱蘭芬 

平面設

計 特優 臺中市 易孟璇 防疫視同作戰 永春國小 顧明如 

平面設

計 甲等 臺中市 陳昀熙 千金難買下一代的健康 南陽國小 李珮寧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劉宜欣 豐味臺灣之旅 縣立信義國小 巫佳倫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利亞諾 WHO AM I 縣立育英國小 徐仕龍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鍾尚倢 達悟之旅 縣立建功國小 楊翔如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邱筠晏 清靜海洋還龜自然 北區中華國小 蘇瓊瑤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何芷茵 手套設計 忠孝國小 吳杰易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温鎧懋 原織原未 大肚國小 陳忠信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楊祐林 畢業罩 葫蘆墩國小 詹鎔滋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吳鈺善 戲曲之美 東寶國小 楊玉霜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許采妮 農具特展 縣立大同國小 張柚蓁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蕭湘霓 餐車美食文創競賽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詹雅琄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黃品植 一心移疫的喜願 員林市僑信國民小學 李英杰 

平面設

計 佳作 南投縣 劉家禎 海中鯨靈 縣立竹山國小 張琳婉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林家妤 魚兒不見了 大元國小 陳信有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陳愉尹 2020 嗨 on 大安沙雕趣 順天國小 顏麗娟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陳柔安 粒粒皆辛苦 順天國小 陳毓蓓 

平面設

計 甲等 南投縣 王小月 HELP!!勇敢說出口 縣立旭光國中   

平面設

計 甲等 南投縣 曾貽瑄 塑形塑刑 縣立旭光國中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魏甄妮 集垃世界 彰化縣立永靖國民中學 陳德頤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吳柏澄 FAT OVER 彰化縣立彰興國民中學 柯慧玲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張書淇 何處是我家 華盛頓高中(國中部) 湯佳璇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林昶萱 客家藍染文創海報設計 明道中學 葉珊伶 

平面設

計 甲等 臺中市 劉庭恩 臺灣的臉 張張耀眼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劉法昕 共同抗疫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級中

學國中部 蕭慧雯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劉傑銘 毒轟腦炸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廖恆彰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何宜庭 工業哀歌，消逝之鳴 彰化縣立彰安國民中學 柯宜雯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劉軒廷 傷疤 彰化縣立溪湖國民中學 陳昱蓁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吳岱蓉 「共犯。」 五權國中 黃瓊儀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傅千睿 世界地球日 爽文國中 翁靖宣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蔡承芸 失落的世界 爽文國中 翁靖宣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黃慈嫻 1995 愛惜生命 爽文國中 翁靖宣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唐以雯 立足之地 至善國中 蔡善閔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張云瑄 POLLUTED 豐陽國中 胡佳雯 

平面設

計 優等 臺中市 謝欣儒 誌囍 興大附中   

平面設

計 優等 彰化縣 林子晅 疫後浪潮 國立彰化女子高級中學   

平面設

計 甲等 苗栗縣 鍾一菱 死虎之鄉 縣立興華高中 邱聖仁 

平面設

計 佳作 苗栗縣 陳俊穎 龜宿，歸塑 縣立興華高中 邱聖仁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蕭翔宏 無形殺人 私立文興高級中學 劉文涵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陳紘 罩疫情，迎接自由呼吸 私立精誠高級中學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李佳恩 愛，不分性別 臺中女中 鄭如娟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林承霈 Love Wild Love Life 文華高中 高嘉宏 

平面設

計 佳作 彰化縣 曾昱臻 電腦空間嚴重不足 國立彰化高商 王維楨 

平面設

計 佳作 南投縣 林芊佑 「薄」愛座 國立南投高中 高嘉君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何沛孺 霾修害 僑泰高中(高中部) 游彥慈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王亭云 有罪是無知，不是愛滋 僑泰高中(高中部) 陳明佑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郭紫妍 你誰啊〈笑〉 僑泰高中(高中部) 周敬庭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林柏廷 醉後人生 明道中學(高中部) 馮天文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黃誼宸 殆盡 明台高中 張文諺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劉芝妤 層層堆疊，袋袋相殘 新民高中(高中部) 黃美玲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江艾霖 一生一逝，取捨? 新民高中(高中部) 黃美玲 

平面設

計 佳作 臺中市 江敏豐 唏山行餘圖 臺中一中 謝怡如 

平面設

計 甲等 苗栗縣 柯皓敏 視若無睹 育達科技大學 潘哲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