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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類-國小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吳崇安 中正國小 屏東特色咕咕鐘選拔 複合媒材 

2  第二名 蕭玄鈞 民和國小 科技植物人 水彩、簽字筆 

3  第三名 郭穆宸 民和國小 認真的水電工 形狀工具、雕刻刀 

4  佳作 周筠芯 屏大附小 奇幻的夢境  

5  佳作 楊阜橙 公館國小 熱鬧  

6  佳作 林言恩 民和國小 刷刷刷來刷牙囉！ 複合媒材 

7  佳作 郭子義 民和國小 台灣之光 水彩 

8  佳作 徐楷閎 民和國小 不可思議 水彩 

9  入選 王品懿 民和國小 未來動物園 水彩 

10  入選 趙若芸 民和國小 母子情深 水墨 

11  入選 林心柔 民和國小 夢中躍龍門 水彩 

12  入選 郭至寬 公館國小 漁忙 水彩 

13  入選 陳蓁妮 中正國小 世界兒童國際書展 複合媒材 

14  入選 李卓恩 中正國小 海洋失樂園 複合媒材 

15  入選 柯宇謙 中正國小 未來廟會之神降機器人 複合媒材 

16  入選 洪翊鑫 民和國小 妖怪與人的運動會 水彩  

17  入選 宋恒霖 公館國小 自畫像 色鉛筆、奇異筆、水彩 

18  入選 陳學寬 公館國小 自畫像 
鉛筆、粉蠟筆、色鉛筆、

螢光筆 

19  入選 林子芮 公館國小 自畫像 
粉筆、水彩、簽字筆、 

蠟筆 

20  入選 李慧盈 民和國小 平溪之旅 水彩 

21  入選 林貞妤 中正國小 修修臉 水彩、壓克力、色鉛筆 

22  入選 林貞妤 中正國小 老牌鞋店 水彩、壓克力、色鉛筆 

23  入選 林子芮 民和國小 你的陪伴是美味的食物 複合媒材 

24  入選 吳羚榛 民和國小 採收芒果 水彩 

25  入選 許語倢 屏大附小 鯨魚全家出遊玩 蠟筆、水彩 

26  入選 洪翊鑫 民和國小 魚販 版畫 

27  入選 許智傑 公館國小 還我一個家 水彩、代針筆 

28  入選 許茗捷 公館國小 輝煌的媽祖廟 水彩 

29  入選 蘇亭涵 公館國小 自畫像 色鉛筆、彩色筆、蠟筆 

30  入選 陳心怡 公館國小 自畫像 
奇異筆、色鉛筆、 

彩色筆、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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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類-國中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劉芷如 長治國中 魔女的另一面 版畫 

2.  第二名 陳品儒 大同高中國中部 王立雞群 透明水彩 

3.  第三名 田麗欣 中正國中 媽祖遶境 水彩 

4.  佳作 郭芊筠 公正國中 哞… 水彩 

5.  佳作 陳姿妤 長治國中 瓶子上的頭 版畫 

6.  佳作 陳宣蓉 大同國中 Where am I? 版畫 

7.  佳作 劉玟慧 大同高中國中部 尋 黏土、水彩、圖釘 

8.  佳作 王藝蓉 長治國中 食物鏈 版畫 

9.  入選 邱為赫 中正國中 落水山莊:住中之美 素描 

10.  入選 林筠庭 中正國中 橘子與小生物的世界 素描 

11.  入選 李姸儒 大同國中 剪黏之美 水彩 

12.  入選 周可晴 大同國中 擺飾 透明水彩、金粉 

13.  入選 黃詣扉 中正國中 豢養 廣顏、水彩紙 

14.  入選 朱宥寧 中正國中 凝 壓克力 

15.  入選 蘇琮振 長治國中 沉思中的擺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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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類-高中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陳維妮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無暇 水彩 

2  第二名 李映萱 屏東女中 達文西的藝識流轉 壓克力版 

3  第三名 江宗頤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藍田生玉 水彩 

4  佳作 牛浩軒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cowboy spirit 水彩 

5  佳作 江萱萱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無題 水墨、水彩 

6  佳作 陳冠宇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仕紳 素描鉛筆 

7  佳作 賴岑宣 屏東高中 尋 水彩 

8  佳作 鍾宛諭 屏東高中 與牠的陪伴 水彩 

9  入選 翁依嬬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蕙草生蘭根 水彩 

10  入選 黃祥洲 
蔦松國中暨高中

藝術實驗班 
壯志未酬 水彩 

11  入選 何昀真 大同高中 靜置 鉛筆 

12  入選 何昀真 大同高中 交織 水彩 

13  入選 鄭意玲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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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吳承諭 東華大學 俎上肉、引力 水彩 

2  第二名 林家伃 東華大學 Construction 壓克力 

3  第三名 石子健 東華大學 鋼與螺絲 壓克力 

4  佳作 翁雅慧 東華大學 共生 壓克力 

5  佳作 陳鈺之 屏東大學 心象 油畫 

6  佳作 許慕淳 屏東大學 呢喃系列 2 油畫 

7  佳作 陳韻雯 屏東大學 撿食 水彩 

8  佳作 王慈煥 屏東大學 方向 油畫 

9  入選 林家伃 東華大學 Coby 壓克力 

10  入選 張元銘 東華大學 遠眺花東縱谷 油彩 

11  入選 呂紹瑄 東華大學 偶然 水彩、鉛筆 

12  入選 陳嘉君 東華大學 黃金雨 水彩 

13  入選 唐孝瑄 屏東大學 貓洞旁的旗魚黑輪 壓克力 

14  入選 張元銘 東華大學 夢之海洋 油彩 

15  入選 陳美婷 屏東大學 喜怒哀樂 壓克力 

16  入選 羅文筠 屏東大學 52HZ 水彩 

17  入選 李昆宥 屏東大學 靜物 水彩 

18  入選 方伯軒 屏東大學 伯軒的天馬行空 壓克力、中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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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蔡錦妹  美麗高雄(一) 油畫 

2  第二名 鄭傑夫 屏東大學 空間‧疏離 油畫 

3  第三名 江麗惠  守護 油畫 

4  佳作 吳英美  高師大附中 油畫 

5  佳作 劉麗芬  老屋亭腳 油畫 

6  佳作 陳美珍  夜語 油畫 

7  佳作 王品堯 高雄師範大學 閃耀希望 複合媒材 

8  佳作 李岳峰 維也納藝術學校 風行草偃 壓克力 

9  佳作 謝慧綺  今天小孩不在家 油畫顏料、畫布 

10  佳作 江文兟  山盟海誓 畫布、油彩 

11  入選 余宛沚 屏東大學 無我 生宣、墨、蠟彩、木板 

12  入選 廖修樂 屏東大學 欲述此景噫無言 油畫 

13  入選 蔡賢昌  大鵬灣的帆影 水彩 

14  入選 張惠珍 
東港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境生法義 油畫、麻布 

15  入選 許甄云  菜攤 水彩 

16  入選 方淳惟  靠岸 油畫 

17  入選 徐淑玲  萌 油畫 

18  入選 陳淑芳 銘傳大學 蓄勢待發 水彩 

19  入選 賴幸宜 海洋大學 金色山脈 油彩 

20  入選 鄭秋芬  初冬的土耳其 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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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張登科 屏東大學 異鄉遊子 水墨 

2  第二名 陳姝菀 嘉義大學 神的遊戲 水墨 

3  第三名 溫豪 東華大學 釵頭鳳 紙墨 

4  佳作 許郁聆 屏東大學 Coton(法文) 墨、壓克力、水彩 

5  佳作 黃品睿 屏東大學 這就是我待的世界 墨、宣紙、顏料 

6  佳作 蘇鈺涵 屏東大學 依鳥還鄉‧尋根 工筆設色 

7  佳作 徐震宇 屏東大學 深海大友魚 宣紙、水墨、壓克力 

8  佳作 林維欣 屏東大學 傲慢與偏見 墨、壓克力、雲母宣 

9  佳作 林家賢 東華大學 遠囂 工筆設色 

10  佳作 林家賢 東華大學 破曉 工筆設色 

11  入選 張菱軒 屏東大學 李白月下獨酌 書法 

12  入選 王心瑜 屏東大學 靜 水墨 

13  入選 劉姿吟 屏東大學 造紙樹 水墨、國畫顏料 

 

 

書畫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張芳文 屏東科技大學 清靜荷塘 水墨設色 

2  第二名 莊鈺堂 屏東大學 陸游-野步 宣紙 

3  第三名 黃冠騰  父親的臂膀 工筆水墨 

4  佳作 廖修樂 屏東大學 噫 熟宣紙 

5  佳作 廖育琳 屏東大學 闔家歡 宣紙 

6  佳作 朱淑靜  餘暉映荷 壓克力、工筆畫 

7  入選 陳言宸 屏東大學 國境之南-恆春古城 水墨、紙 

8  入選 陳言宸 屏東大學 鄒族，KUBA 水墨、紙 

9  入選 張明朝  等待 京和紙 

10  入選 張榮超 屏東大學 青蓮居士-少年行 宣紙 

11  入選 張明朝  青山掛白瀑 京和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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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造型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吳柏翰 屏東大學 遺失的美好居所 陶瓷 

2  第二名 黃雅筠 東華大學 心傾 雕塑土 

3  第三名 李心主 屏東科技大學 綻放 Blooming 棉、天然染料、植物染料 

4  佳作 譚佳玲 屏東大學 再一下 陶 

5  佳作 蔡素琪 屏東大學 CAT 複合媒材 

6  佳作 趙絮琪 東華大學 心之緒亂 
陶土、木板、 

環氧樹指色料 

7  佳作 石子健 東華大學 
原住民文化傳統獵槍設

計 
木材、金屬 

8  入選 陳韻理 屏東大學 纏繞 油畫、金屬、麻布、塑膠 

9  入選 游佳臻 屏東大學 竹 陶土 

10  入選 周奕軒 屏東大學 束縛 陶藝、鋁線 

11  入選 謝子涵 屏東大學 童心未泯 紙漿、油畫 

12  入選 胡魁 屏東大學 
THE BEAUTY OF 

CHINA 
紙粘土、石粉黏土 

13  入選 徐名君 屏東大學 Lost Paradise 陶瓷、檜木 

14  入選 符庭瑄 屏東大學 桃枝 繡線 

 

 

立體造型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李紫晴 東華大學 環狀密碼 白大理石 

2  第二名 冼宜泉  金玉滿堂一路發 樹脂、壓克力 

3  第三名 卓俊佑 屏東大學 風華 鐵 

4  佳作 賴俊文  浮動 陶 

5  佳作 許秀雲  齊家和樂 
典具紙藝、棉紙、 

落水紙、雲龍紙 

6  入選 許朝瑛  甜白嵌鑲心經杯 陶土 

7  入選 黃秀琴 屏東大學 心意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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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設計類-國中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劉玟慧 大同高中國中部 Free 奇異筆、鉛筆 

2  第二名 方亭喬 中正國中 完美面具 900 磅模型版 

3  第三名 石佳芸 大同國中 朝聖 水彩、墨 

4  佳作 洪苡寧 中正國中 淚之歌 
日本水彩紙、水彩、 

代針筆 

5  佳作 周俽如 中正國中 為美麗的大自然一扇門 廣顏 

6  佳作 張雍訢 中正國中 平行地獄廚房 色鉛筆、水彩、廣顏 

7  入選 楊詠淳 中正國中 守護 水彩 

8  入選 劉宇涵 中正國中 Gifts！！ 水彩紙、報紙 

9  入選 石佳芸 大同國中 弱肉強食 蠟筆、水彩 

 

 

視覺設計類-高中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江佳怡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保護動物公益系列  

2  第二名 沈培德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公益海報系列  

3  第三名 江佳怡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保護動物公益系列  

4  佳作 何佳陽 屏東高中 愛我就纏繞我 代針筆、原子筆 

5  佳作 呂姿瑩 大同高中 時媣 水彩 

6  佳作 吳欣諭 大同高中 專注 水彩 

7  入選 謝煒峰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標誌設計  

8  入選 陳雅苹 
福建省漳州第二

職業中專學校 
標誌吉祥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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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設計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張凱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和而不同 圖片 

2  第二名 陶雅楠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PILGRIM 朝聖 噴繪 

3  第三名 劉懿德 高雄師範大學 弦響 數位印刷 

4  佳作 王碩吟 屏東大學 廉價美味的背後 複合媒材 

5  佳作 黃佳儀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魚缸 炭筆、拼貼、水粉 

6  佳作 張凱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萬聖 圖片 

7  入選 胡凱崴 屏東大學 變色龍 電腦繪圖 

8  入選 劉芳廷 屏東大學 無題 電腦繪圖 

 

 

視覺設計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林舜青 高雄師範大學 光陰如斯 油彩、畫布 

2  第二名 林舜青 高雄師範大學 
What we done to 

word 
油彩、畫布 

3  第三名 彭慧玉 屏東大學 倖存者 代針筆、色鉛筆、壓克力 

4  佳作 郭詹郁  朱一貴鬥杜君英 Procreate 

5  佳作 方妙仁 屏東大學 女性背部練習 軟體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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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遊戲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陳奕勳、蔣伯陽、 

楊敦傑、石家宜、 

曾馨儀 

實踐大學 亞錀傳奇  

2  第二名 

蔡易諺、方妙仁、 

簡培祐、何秉諺、 

侯翰霖 

屏東大學 嘎林北閃 MAYA、UE4 

3  第三名 

楊硯淇、王麗珊、 

鄭自庭、黃詩涵、 

朱詩雯 

屏東大學 番茄炒蛋 tomato egg UE4 

4  佳作 

沈宜萱、李宛融、 

李佳蓉、吳孟珊、 

楊昱婷 

屏東大學 黑糖麻糬大逃殺 UE4 

 

 

數位遊戲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陳穎川、莊曉夫、陳

敬、曾昭華 

 
Hey Body  

2  第二名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鄭嘉薇 局長 

 
二呆體操 

PC、KINECT、投

影機、投影布幕 

3  第三名 
蔡欣凌、薛喻欣、 

莊育誠、伍寶儀 

 
布列塔尼  

4  佳作 

李昀峰、許逸倫、 

鄭文彥、張晏甄、 

鄒采玲 

 

Health Point U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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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大專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蔡宜恩、鄭宇芯、 

盧詣凱 
世新大學 酒後逢甘霖 電腦軟體 

2  第二名 余婷婷、方偌藍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龍舟  

3  第三名 
盧亭瑋、黃意婷、 

邱珮芸 
世新大學 理我一下嘛  

4  佳作 
周章云、高新懿、 

駱越、王汝昕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田欣夢  

5  佳作 
趙緹縈、王湘怡、 

杜祥信、羅志蒿 
 鳶尾花  

6  佳作 

趙緹縈、李娜、 

楚璇竹、林雪舟、 

郭順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童話書  

7  佳作 
翟志琦、陳濛琪、 

熊瑤、柴濟州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你好  

8  佳作 
翟志琦、陳濛琪、 

熊瑤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古早餅  

9  入選 王麗珊 屏東大學 warrior  

10  入選 方怡婷、嚴逸臻 世新大學 hello 電腦繪圖 

11  入選 
趙緹縈、李娜、 

楊格 

福州大學廈門工

藝美術學院 
彈球ㄦ  

12  入選 
莊子筠、林子停、 

戴妤庭 
世新大學 道心萌動 

MAYA、 

Premiere、 

Substance 

pinter、Zbrush、

AE 

13  入選 蔡易諺 屏東大學 仲夏特效 MAYA、AE 

 

  



12 
 

動畫類-社會組展覽作品 

編號 名次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媒材 

1  第一名 
蕭安琪、黃嘉璋、 

黃愛德、鍾菱 
 Hey Body 

 

2  第二名 
莊育誠、廖元暘、 

紀莉雯、詹雅媛 
 布列塔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