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水墨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劉念儒 島之生—漂 

2 銀牌獎 陳廷彰 知風無彼此-星 

3 銅牌獎 宋晋瑋 序章。雲遊濤聲之卷 

4 入選 陳仕航 清水斷崖 

5 入選 鄭惠君 相遇 

6 入選 林欣緯 還有星空可以許願 

7 入選 黃春滿 新生命樂章 

8 入選 涂聖群 ilhas 

9 入選 黃旭志 夜犬 

10 入選 吳弘鈞 別有天地非人間 

11 入選 陳  瑩 紅 土 

12 入選 陳昀翊 尋道中 

13 入選 張俊雄 漁夫圖 

14 入選 李書嫺 共生體 

15 入選 蕭瑞宇 沃康桑的自動機 

16 入選 呂如笙 來去匆匆 

17 入選 詹榮輝 棋盼．無相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書法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吳啟林 王維使至塞上 

2 銀牌獎 柯良志 新居記事擬碑 

3 銅牌獎 劉彥醇 雪盦詩 

4 入選 陳俋佐 李太白詩聯 

5 入選 陳昭坤 吳融〈古瓦硯賦〉節句 

6 入選 王世慈 坐看雲起時 

7 入選 吳孟珊 易之索隱 -  卦序歌 

8 入選 劉 心 錢起 / 月下洗藥 

9 入選 呂宗城 〈戊戌拾憶歌鈔〉 

10 入選 黃程瑋 丹青千秋釀 

11 入選 施承佑 松雪道人詩四首 

12 入選 施博獻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杜審言） 

13 入選 許榮華 李白詩秋登宣城謝脁北樓 

14 入選 鄧君浩 錄世說新語三則 

15 入選 張倍源 樓小峰多聯 

16 入選 方立權 阮籍《詠懷 其六》 

17 入選 蘇梓靖 琵琶行并序 

18 入選 施長志 無意於佳的日常-鄭燮《題竹石》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篆刻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張天健 老子片語十六則 

2 銀牌獎 劉俊男 三更篆刻 

3 銅牌獎 羅應良 澄懷觀道 

4 入選 方立權 《追憶逝水年華》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膠彩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黃世昌 晨霧光映 

2 銀牌獎 陳瑞鴻 蕉園羅曼死 

3 銅牌獎 林春宏 迎  曦 

4 入選 高美專 〈啟航〉 

5 入選 林宣余 歲月無言–自畫像系列之五 

6 入選 陳霈芸 加油 我在 

7 入選 蘇盈蓁 數石頭的好日子 

8 入選 許幼歆 迷失在這裡 

9 入選 彭俞心 想像空間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油畫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黃頤勝 方寸之間 

2 銀牌獎 黃輝坪 訴 

3 銅牌獎 盧俊翰 近觀五峰旗瀑布 

4 入選 陳柏源 外在皺紋，內在的尖 

5 入選 徐涌誠 Dynamic sketch 

6 入選 王火本 幽谷回音 

7 
入選 

吳佑杰 
Most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me is 

nothing more than memories. 

8 入選 邱科澄 不協和音 

9 入選 李俊儀 當我望向遠方 

10 入選 鄭晰文 漂 Drift 

11 入選 呂宗憲 崩毀與重建 2 

12 入選 蔡元桓 在一個視線之下 

13 入選 李 潔 為什麼 

14 入選 雷凱勛 灰色地帶之一–不只是閨蜜 

15 入選 李梓維 時光所帶不走的事 

16 入選 陳韋勳 失落謐境 

17 
入選 

鄭力文 
電玩成癮–情緒調節                                      

（Gaming Addiction – Mood Modification）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水彩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林裕清 美成在久 

2 銀牌獎 翁梁源 加泰隆尼亞-白鳥之歌 

3 銅牌獎 蔡宜娟 記憶 

4 入選 廖學聰 聖殿之歌 

5 入選 余政諺 至暗時刻 

6 入選 黃採雲 回家 

7 入選 湯双進 竹林間的覓食 

8 入選 李書嫺 生命價值 

9 入選 邱雅蘭 逆境‧希望 

10 入選 黃文祥 息 

11 入選 李梓維 當時光抽離在妳離開後 

12 入選 陳稟元 黑色浪漫 — 白鳳九 

13 入選 鄭宇希 忘路之遠近 

14 入選 游雯珍 塵街晨 

15 入選 林祐儀 記憶與光的碎片 

16 入選 周運順 窗的記憶 II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版畫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周佑貞 鯨落島 

2 銀牌獎 黃郁雯 賣菜車 

3 銅牌獎 阮瀞萱 壽 

4 入選 李育城 擬態-有龍的地形 

5 入選 金炫辰 無盡的旅程#30(Endless Journey#30) 

6 入選 林達祐 痕影系列-眉角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雕塑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楊宗嘉 肉身棲地：肉芽Ｉ、肉身棲地：肉蛹ＩＩ 

2 銀牌獎 江孟禧 予願 

3 銅牌獎 侯連秦 實然 

4 入選 吳依宣 等待墜落 

5 入選 廖乾杉 日藏對話 

6 入選 謝其軒 # 

7 入選 吳聯吟 與祂 

8 入選 陳俊傑 狀態代謝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攝影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楊育傑 自拍美圖 有影沒影（台語） 

2 銀牌獎 張哲榕 Love and Death 

3 銅牌獎 張毅生 囧居 

4 入選 張延州 失誤的美景 

5 入選 蔡昌吉 低度尊嚴 

6 入選 陳彥呈 BLACK SEA – DAY 1 

7 入選 李順茂 粹光彩 

8 入選 余奕萱 裸 -SHOW 

9 入選 王馨儀 自我與他者 

10 入選 鄭麗芬 現代文明的遺物 

11 入選 林俊耀 「I’m going home.」 

12 入選 林江泰 何罪 - 終生監禁 

13 入選 林家弘 囚 

14 
入選 呂易倫 致(影像)的一份工作清單：意義指涉、流動及蔓

延 

15 入選 朱立葦 小資抓夢，遍地開花 

16 入選 陳瑞錦 石相系列 

17 入選 王其榕 高層夥伴 

18 入選 劉子卉 辛勤的勞動者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新媒體藝術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蘇粲淵 行星印象 

2 銀牌獎 潘勁 明日的居所 / The Dwelling Place of Tomorrow 

3 銅牌獎 古士宏 Slinky Light Project 裝置版 

4 入選 馮偉中 海邊的巴別塔－裝置版 

5 入選 洪譽豪 巡者 II/Drift II 

6 入選 林瑜亮 運動軌跡－大隊接力 （Relay race） 

 

  



「一〇八全國美術展」入選以上得獎名單 

【綜合媒材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牌獎 蔡士翔 忘川 

2 銀牌獎 林祐聖 非關身體報告書 

3 銅牌獎 吳芊頤 印象窗景 

4 入選 呂志明 臉蛋塔 

5 入選 洪晧珉 大雨如注 

6 
入選 太認真（團體） 

佘文瑛、郭柏俞 

考古幾則 

Let’s archive archaeological arch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