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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結果公告 

 

 

「2020 桃源美展」複審會議已辦理完竣。本屆 6 個徵件類別（水墨、

膠彩、書法篆刻、油畫、水彩及版畫）共計 146 件參賽作品入選，經複審

評定年度特別獎、各類前 3 名及佳作等名次（得獎名單詳見以下列表）。 

本屆年度特別獎及各類別第一名(「桃美獎」)獲頒獎金新臺幣 12 萬

元，第二名獎金新臺幣 6 萬元，第三名獎金新臺幣 4 萬元。頒獎典禮謹訂

於 109 年 11 月 8 日下午 2 時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一樓大廳舉行，相關活

動訊息同步公告於桃園市文化局與桃園市立美術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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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桃源美展得獎名單  

(共 146 件) 

年度特別獎  

類別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水彩類 黃千育 夢遊仙境 

水墨類 陳錦忠 野有死麕 

A. 水墨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呂如笙 光影文化館 入選 劉默霖 夜光之璧 

第二名 呂怡柔 時間、光陰、歲月 入選 吳庭鳳 新生活樣貌 

第三名 陳廷彰 
忘川、雲影的影子、

聽 
入選 李蔣麗湘 净 

佳作 李書嫺 共生體-結合 入選 劉碧娟 喜捨 

佳作 陳文立 森 入選 葉美鈴 無界心境 

佳作 鍾毓真 回家 入選 張恆誌 憩 

佳作 許雁 心之鏡 入選 陳秀貞 絢爛．生之頌 

佳作 康興隆 竹林清韻 入選 鄧惠華 遇見。蒙娜麗莎 

入選 陳海源 今年的春天特別冷 入選 廖于甄 那一剎那 

入選 謝綺文 絲理 入選 林文杰 瀑聲盡是廣長舌 

入選 林秀鑾 千年時間記憶一 入選 呂嘉民 攀緣而上 

入選 柯葉秀卿 樹花菜種子 入選 沈賞音 已傳送 

入選 張曆晨 幻實 入選 賴宜吾 懷素 PO 臉書 

入選 廖恒運 異象山水 入選 許崴滋 最孤獨時有祢 

入選 汪雨萱 酒精點子 入選 楊淳伃 木之孤鷹 

入選 陳麗真 傳承 入選 陸偉昌 對父母親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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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膠彩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林菊珍 幻境生機Ⅱ 佳作 陳欣宜 囍 

第二名 葉仁焜 密林 入選 許文德 蘆荻夜色 

第三名 黃世昌 蓄勢 入選 張家瑜 命運的疊印 

佳作 張巧妤 理想國系列-規範 入選 林宇晨 擬森之春 

佳作 張若琳 夜光 入選 吳寶美 守護平安 

佳作 陳文立 夢境 入選 林鈺茹 韶光 

佳作 賴柏瑋 展翅上騰    

C. 書法篆刻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羅應良 奮翼 入選 陳侶男 
唐李益詩喜見外弟

又言別 

第二名 張倍源 杜甫旅夜書懷詩 入選 方立權 
〈明代魏時敏題羲

之墨沼圖〉 

第三名 劉廣毅 平庸之上 入選 鄭世宗 
惠洪  次韻真覺大

師瑞香花 

佳作 陳昭坤 金農寫硯銘選鈔 入選 袁啓陶 
節錄貫休禪師及張

際亮詩句 

佳作 湯治平 李清照《南歌子》 入選 廖于甄 專氣致柔 

佳作 張天健 歲月推敲 入選 許志芳 蔡楠晚晴詩 

佳作 林志宏 蘇東坡詩一首 入選 林翠華 
辛棄疾 西江月 夜

行黃沙道中 

佳作 簡宏名 盧綸 ‧ 晚次鄂州 入選 林忠佐 
明、沈光文五言詩

一首 

入選 吳吉祥 陶淵明飲酒詩 入選 鄧君浩 錄歐陽文忠集一則 

入選 李柏翰 錄太希先生草山行 入選 陳宛妤 李白王右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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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邵楓閔 崔塗孤雁詩 入選 吳奇聰 

陳虛谷次韻灌園老

招遊豐島園得詩五

首之一 

入選 莊一琳 

韋應物-三台詞，皇

甫然 -送鄭二之茅

山，與陸游-夏日六

言詩三首 

入選 古員齊 心靜則明 

入選 夏士清 
永覺元賢禪師山居

詩 
   

D. 油畫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潘文凱 車內風景(九) 入選 陳妍卉 
形影不離系列一~

五 

第二名 黃少葳 山高高 入選 張祐齡 療闊 

第三名 洪俊銘 曾經 入選 吳政翰 裂解 2 

佳作 蔡函庭 
幸福的青鳥 III：生

命痕跡 
入選 盧俊翰 樹林後的觀音山 

佳作 謝志康 台灣 入選 陳志華 機械式介入-IV 

佳作 柯燕茹 黑眼睛 入選 石梓廷 舊衣回收箱 

佳作 莊道明 
世界解剖圖譜：影

像之下的抽象  
入選 黃水順 愛情樣子 

佳作 陳品禾 消失的東部 入選 韓珊君 翻不過的樂章（三） 

入選 葉竹修 彼岸 入選 廖春瑛 停格 

入選 林郁翔 
在空域中尋找自由

2.0 
入選 吳大有 解剖聖賽巴斯丁 

入選 李靜芬 人格面具 入選 郭姸瑩 閃爍之夜 

入選 黃彥勳 枯木、島與新生 入選 許朝富 時空續流 

入選 翁培恆 尋根 入選 賴世昌 
為老母親換藥的兒

子 

入選 陳玄齡 我本源自性清淨 入選 鄧惠華 花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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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童文義 鏽痕 入選 游景棠 
時空概念：角落的

交流─主題：愛 

入選 賴映霖 出竅 入選 陳泰華 窗外的自由 

入選 尹信方 坐看雲起時－5 入選 劉孟芳 老家 

入選 莊惠閔 日理萬機（雞） 入選 李怡萱 消逝的生命 

入選 李菊芬 平行時空的遇見 入選 楊詠宜 《流域 ll - 地》 

E. 水彩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溫崎君 回憶錄-4 入選 邱巧妮 
憤怒與狂喜交疊的

灰色地帶 

第二名 游雯珍 百年樹人? 入選 徐仲達 
此刻的我們,剛剛好

芳香成熟 

第三名 湯双進 生命的存在形式 入選 張琹中 恣藝盪樂 

佳作 楊勝博 牆 入選 柯宏棋 

2020 抒情抽象  ‧ 

絕 對 抽 象 事 物

No.036 

佳作 鄭至軒 遊走記憶 入選 吳貞霖 
帶走吧，記得留下

寧靜 

佳作 黃千育 夢遊仙境 入選 王國富 正濵漁港 

佳作 廖學聰 
聖殿之歌 -白貓之

淚 
入選 張恆銘 朽木頑石 

佳作 黃正毅 
第五號  風浪交響

曲 
入選 呂宗憲 老朋友在老地方 

佳作 操昌紘 覓 入選 林字婕 
衝ㄟ頭家！展功

夫！ 

入選 陳志華 
Whispered in the 

Mountains-IV 
入選 鍾子逸 中心 

入選 徐維珍 網住一片無垠 入選 王怡文 意象台北城 

入選 陳玄齡 內心的禪 入選 王曉萱 悠悠而遇 

入選 蔡元桓 那麼 入選 陳珮甄 從同榮路過去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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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何葉建達 傳承 入選 楊侑臻 孤。境。 

入選 張麗君 軍隊進行曲    

F. 版畫類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名次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桃美獎 林義隆 栮杏相之森(日) 佳作 劉佩瑜 組織秘密空間系列 

第二名 饒祗豪 充氣小色馬 佳作 黃昱佳 那一年的生活 

第三名 劉書妤 眼看他起朱樓 佳作 詹子嫻 離別是廣義的死亡 

佳作 蔡浚勝 公園 入選 賴怡婷 如果把石頭撥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