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就讀班級 姓名 題目 類別組別

第1名 306 邱筱憬 晨浣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第2名 106 蘇子涵 辛勤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第2名 306 蔣函妤 貝殼的家?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第3名 106 吳姿婷 夜晚時分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第3名 206 蔡允馨 何去何從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第3名 306 黃曼菲 黃昏的修船廠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106 林云靚 夜光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106 葉沛蓉 有蘋果的靜物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106 施易卉 傳遞的愛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106 陳樂平 無題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206 連姿穎 噬去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306 李瑄紜 收穫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306 林子芸 困鎖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306 葉妤婕 防疫生活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佳作 306 鄭凱珊 工人 B2【西畫類】國中美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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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604 余依潔 後疫情時代 B3【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班組

第2名 504 張哲偉 枯 B3【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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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206 陳思彤 疫情隔離,原鄉復育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106 鄒亞妍 性向探索·發展潛能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306 郭品彤 擴散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306 黃翊宸 複製人危機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306 賴冠芝 No Bee No Life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306 李秉澤 疫郁寡歡｡渴望自由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106 黃子瑄 IAD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106 郭柏毅 關猩新生活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106 蘇荺淇 手機成癮症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劉恩妤 樂活老人村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李瑄紜 防疫大作戰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葉妤婕 三級警戒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高子翔 疫戰 C6【平面設計類】國中美術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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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206 連姿穎 美好回憶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106 鄒亞妍 疫遊未盡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306 邱筱憬 防疫全球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206 謝幸姍 他的獨白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206 黃冠庭 對視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306 鄭凱珊 捕漁網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李宛璇 森林的一角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陳思彤 守候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郭品彤 必經之路-束壓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黃曼菲 溪戲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廖珮璇 祈福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蔣函妤 生命的韌性 D4【水墨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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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405 王虹蓁 / E5【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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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306 李秉澤 自然保不住 F4【版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206 陳炘 廟口 F4【版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206 高若喜 幻獸物語 F4【版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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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106 林冠伶 covid-19-白老鼠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106 葉沛蓉 鮭魚之亂 之 我是誰?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2名 306 林子芸 遠距教學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106 連家彣 防疫大作戰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206 李旻容 海的吶喊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第3名 206 陳沛蓉 食在好安心?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106 郭柏毅 死虎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106 謝宛霓 3c夢魘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李宛璇 囚禁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林宥昕 到此疫遊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206 陳錦蓉 雲與海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佳作 306 蔡旻臻 停課不停學?! G6【漫畫類】國中美術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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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604 余依潔 見外 G7【漫畫類】高中職普通班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