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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三　王意淳　不在場證明日書三　蔡明均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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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三　陳仕航　遠望天門山
日書三　余宗毅　隱沒心底的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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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三　陳呁翊　追小意

日書三　胡境芝　都走到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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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四　林欣緯　鯤

日書四　蔡依珊　蝶飛冥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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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三　徐玟陵　行經現實與夢境

進書二　韓震　斑鳩啼暖落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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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三　邱奕寧　你在看我嗎

進書三　陳俞儒　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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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四　呂怡柔　時光旅者

日書一　鍾毓真　banned 日書二　邱博楷　天坑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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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二　王彥鈞　咫尺天涯

日書二　施力珩　流

日書二　曾詠振　牆角的老弟 日書三　劉晏銘　忘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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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三　黃于容　整理

日書三　李知融　流轉 日書三　陳冠樺　家鄉

日書三　江慧琳　一花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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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三　林家亘　在芭蕉樹下等

日書三　洪悅華　杏暖花開溫鳥齊翔 日書四　葉思佑　憶宏村小女孩

日書四　鄭毓昀　共生 -如果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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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二　邱雪玉　虛實對視 在職二　謝淑貞　槐安夢

日書四　吳宜蓁　萬取一收 眾木獨佛

進書一 -郭柏毅 -一道不再開啟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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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一　蔡美慧　獅子與靚女

在職一　劉映捷　世上最幽在 在職二　徐詹華香　玉山雲彩

在職一　鄭娟娟　敦煌雲林 15 石窟提頭賴吒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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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二　高美華　虛容有冬我顧無窮 在職二　蔡文雄　張家界大峽谷

在職二　張真瑀　懷

進書一　廖于甄　琉璃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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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二　彭玉芳　離夢之晨

在職二　陳白苓　幾回飛去又飛來

在職二　蔡梅雀　弄姿

進書一　黃怡瑄　貓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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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三　鍾宇博　塵世浮生 進書二　翁瑞隆　樹藤 在職班　陳文慧　客至進書一　林彥廷　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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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一　張簡可筠　百年好合 進書三　林貞君　保護色
進書三　翁榛羚　焦土城市 日間部　柯涵瑜　遠離塵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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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三　唐孟秋　祈禱 進學班　王立宏　相對之間

進書二　黃上恩　逆風而行

進書三　陳冠彬　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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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四　高正育　你不知道的遠方

進書三　解翎　矯。症

進書四　李名溱　無意識 進書四　葉佳綺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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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書四　陳慧英　歸 進書四　楊薇蓉　生命的起源　

進書三　謝懷遠　蝴蝶效應

日書四　楊峻宇　森林馬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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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千育 雨中人 2015 年 108x157cm 第 21 屆大墩美展 水彩類第一名

袁啟陶 袁宏道中郎集評徐渭書風 2015 年 
240x106cm 105 年苗栗美展

 書法篆刻類優選 獎金 5千元

吳弘鈞 守 2015 年 
70x140cm 105 年苗栗美展 

水墨膠彩類優選 獎金 1萬元

涂毓修 流域 2016 年 240x630cm 2016 南瀛獎 東方媒材類優選 獎金 3萬元

韓震 落櫻雪 2015 年 170x80cm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類大專美術系特優

楊崇廉 林章詩乙首 2016 年 136x70cm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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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弘鈞 李白詩 2015 年 70x180cm 
105 年苗栗美展 書法篆刻類第二名 獎金 3萬元

袁啓陶 集唐宋明人詩句為文 2015 年 240x106cm 
105 年基隆美展 東方媒材類優選 獎金 2萬元

郭天中 童伴 2016 年 180x105cm 
105 年苗栗美展 水墨膠彩類第 2名 獎金 3萬元

黃千育 線型城市 2016 年 156x108cm 
105 年基隆美展 西方媒材類基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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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瑩 廟會一隅 90x180cm 2016 年 
105 年苗栗美展 水墨膠彩類第一名 獎金 5萬元

許志芳 戎昱〈霽雪〉詩 2016 年 90x180cm 
第 21 屆大墩美展 書法類優選 獎金 1萬 5千元

劉廣毅 遠山 2016 年 180x180cm 105 年度洄瀾美展 書法篆刻類優選 獎金 1萬元

楊智淵 競所為何 2015 年 120x85cm 第 21 屆大墩美展 墨彩類優選 獎金 1萬 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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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千育 浪人 2016 年 78x108cm 105 年苗栗美展第一名

劉郡 喚幻 2014 年直徑 100cm 105 年基隆美展 
國畫類優選東方媒材類 優選 獎金 2萬元

105 年捐款芳名錄

邱雪玉

美術書畫系友會

美術書畫系友會 (高陞發 )

美術書畫系友會 (吳德和 )

范姜榮

田美秋

李國聰

劉國正

劉金菊

林葦

林家聿

林俊賢

林清鏡

林振彪

林鎮坤

林韋汝

羅蓮珍

高陞發

何堯智

許榕

許雲超

火鳥科技

蕙風堂

黃大元

黃淑珍

江素媚

秦秀珠

新北市南區扶輪社

徐陳明春

孫美茹

熊永生

陳家盛

陳吉慶

陳勝德

陳淑婉

陳武良

陳文青

陳文賢

張禮權

張文暐

鄭明珠

鄭千荷

沙清華

葉桂容

曾聖閔

蔡欣潔

顏承奕

吳德和

吳麗琴

王博弘

王臺竹

王俊凱

王俊盛

袁明富

郭天中 輓歌 2016 年 180x95cm 
第 64 屆南美展 國畫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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