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第 20屆磺溪美展得獎名單 

1、書法篆刻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磺溪獎 羅應良 王陽明讀書十八則 
 

2 
優選獎 

全興獎 
古員齊 福壽康寧 

 

3 優選獎 邵楓閔 滄海日‧少陵詩 龍門聯 
 

4 優選獎 盧毓騏 蘇東坡詞 八聲甘州 
 

5 入選獎 劉俊男 三更篆刻 
 

6 入選獎 葉修宏 東坡居士詩 
 

7 入選獎 吳吉祥 王維 酬張少府詩 
 

8 入選獎 陳義仁 王阮亭秋柳詩 
 

9 入選獎 董又愷 放翁浣溪沙 
 

10 入選獎 筆永源 李商隱無題詩 
 

11 入選獎 李柏翰 錄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 
 

12 入選獎 林家男 太台詩三首 
 

13 入選獎 李韻玫 杜甫《贈衛八處士》 
 

14 入選獎 劉廣毅 探賾索隱 
 

15 入選獎 黃程瑋 心肝寶貝 
 

16 入選獎 吳奇聰 濟南大明湖歷下亭聯 
 

17 入選獎 陳佳呈 雲起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8 入選獎 林建志 李白詩兩首 
 

19 入選獎 邱正偉 馬戲-灞上秋居 
 

20 入選獎 劉秀琴 五言古詩三首 
 

21 入選獎 曾華翊 黃庚 暮景 
 

22 入選獎 許志芳 金農畫梅詩 
 

 

2、油畫水彩類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磺溪獎 邵文鳳 乍暖還寒時 
 

2 
優選獎 

全興獎 
鄭宇希 夢魘 

 

3 優選獎 施美蓮 日日是好日 
 

4 優選獎 吳玟錡 無題 II 
 

5 入選獎 楊淑芳 謎局 
 

6 入選獎 遲雅心 競爭 
 

7 入選獎 戴麗英 兩霽虹橋 
 

8 入選獎 楊惠安 港都越夜越美麗 
 

9 入選獎 許美月 如初之光 
 

10 入選獎 陳維嘉 工業革命 
 

11 入選獎 張國二 晨間的喜悅 
 

12 入選獎 林侑瑩 
第一個/次 DERNI,讓我學會講

故事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3 入選獎 吳炯韋 福爾摩沙的故事 
 

14 入選獎 林惠玲 歸‧途 
 

15 入選獎 卓美黛 古月照今塵 
 

16 入選獎 林純珠 流金歲月 
 

17 入選獎 許耿瑋 記憶中的 技藝 
 

18 入選獎 鍾秉華 夜車 
 

19 入選獎 林忠良 浮光掠影(二) 
 

20 入選獎 楊巧恩 夢境 
 

21 入選獎 胡淑芬 鐵漢柔情 
 

22 入選獎 張秀貞 自在滿足 
 

23 入選獎 陳惠芬 我的彩衣 
 

24 入選獎 蔡尚寬 冬季田景 
 

25 入選獎 陳榮章 午後的街景 
 

26 入選獎 邱巧妮 五星級綠建築 
 

27 入選獎 李宗翰 尋 
 

28 入選獎 吳靜蘭 沐光晨曦 
 

29 入選獎 劉子卉 轉捩點之前 
 

30 入選獎 許秀玟 藍調之夜 
 

31 入選獎 王怡文 寶藏巖印象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32 入選獎 蔡信宏 耆老的祝福 
 

33 入選獎 黃詔卿 三仙台的海 
 

34 入選獎 劉柏毅 競爭可悲的參賽者 
 

35 入選獎 吳貞霖 封存軌跡的斷代表層(二) 
 

36 入選獎 陳慧紋 Peace 
 

37 入選獎 許晉瑜 生命的共生計畫 
 

38 入選獎 李潔 暗夜叢林 
 

39 入選獎 黃浩汶 夾縫中求生存-台北 
 

40 入選獎 張水鍊 雨中行 
 

 

3、水墨膠彩類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磺溪獎 黃靖淳 遺失的美好 
 

2 
全興獎 

優選獎 
盧正忠 愛禽物語 

 

3 優選獎 詹榮輝 棋石‧陰陽 
 

4 優選獎 呂如笙 片刻 
 

5 磺溪新人獎 陳昱蓁 依 
 

6 入選獎 林怡儒 思念 
 

7 入選獎 陳珮綾 走在臺灣上 
 

8 入選獎 李雅鈴 妝成祇是薰香坐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9 入選獎 遲雅心 初生  

10 入選獎 許文德 蘆荻知秋  

11 入選獎 郭天中 尋禪記  

12 入選獎 邱淑惠 悠居  

13 入選獎 洪松汶 呵護  

14 入選獎 田鎮瑜 成長  

15 入選獎 蔣繼仁 魚龍變化  

16 入選獎 蘇珍儀 澈  

17 入選獎 林彥廷 逍遙自得  

18 入選獎 林當歸 另一種鄉愁  

19 入選獎 郭雅倢 身刻  

20 入選獎 徐祖寬 落花如有意  

21 入選獎 蔡昕妤 穿越時空之彼端  

22 入選獎 楊君婷 悠游寰宇  

23 入選獎 葉庭瑄 記憶中的彼岸花  

 

 

 

 

 

 

 

 



4、攝影類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磺溪獎 江守權 鄉間的理髮小舖  

2 
全興獎 

入選獎 
謝錦綉 母愛  

3 優選獎 黃巧惠 進喔!  

4 優選獎 傅姀姮 阿嬤的鹹菜乾  

5 優選獎 林誌聰 山線海線交叉點  

6 入選獎 詹勳水 快樂畢業旅行  

7 入選獎 鄭焜龍 阿嬷ㄟ灶腳(炊粿)  

8 入選獎 羅浚濱 看戲  

9 入選獎 徐玉淞 攜手向前行  

10 入選獎 周秀娟 邂逅  

11 入選獎 王安生 驛站  

12 入選獎 張毅生 出口  

13 入選獎 洪麗琴 凝夏午後時光  

14 入選獎 賴鵬程 神威顯赫 降福解厄  

15 入選獎 黃文堯 歸  

16 入選獎 梁尤美 風雪同行  

17 入選獎 杜惠馨 時代的風  

18 入選獎 陳慶隆 匆匆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9 入選獎 蔡火誠 謝幕  

20 入選獎 李順茂 寂境  

21 入選獎 吳朝槐 那人 那海 那蚵  

22 入選獎 張簡于頌 片名:《那個尷尬年代》  

23 入選獎 賴贊文 掙扎  

24 入選獎 羅素秋 迎春神  

25 入選獎 陳正芳 戲說  

26 入選獎 謝坤軒 看那裡看這裡  

27 入選獎 林振宏 鏡觀風景-漁村篇  

28 入選獎 郭威君 古厝的影像故事  

29 入選獎 鄭麗華 等  

30 入選獎 陳力伃 大海的孩子  

31 入選獎 黃聰富 旅人心事  

32 入選獎 顏嘉志 拾蚵  

33 入選獎 劉萬方 三人行  

34 入選獎 林美智 兒時的回憶  

35 入選獎 李豊明 暗夜行動  

36 入選獎 楊媛琇 走過  

37 入選獎 施美姿 讀書趣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38 入選獎 曾煥鳳 挑燈夜戰  

39 入選獎 余奕萱 解離  

40 入選獎 焦大偉 自得  

41 入選獎 張珠盡 戀人的記憶  

42 入選獎 陳怡蓓 父愛如山  

 

5、立體工藝類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磺溪獎 石佳蕙 婪生劫  

2 
優選獎 

全興獎 
詹子宏 最後的白犀牛  

3 優選獎 林慶宗 孔雀東南飛  

4 優選獎 盧冠瑋 盛夏交響曲  

5 入選獎 吳瑋玴 嬌漆  

6 入選獎 許敦傑 『啪嚓』  

7 入選獎 林辰勳 靜靜聽你說  

8 入選獎 賴堯鑫 蓮花觀音  

9 入選獎 陳美靜 填心  

10 入選獎 邱文虎 扭轉極光  

11 入選獎 鄒松鶴 以愛之名  

12 入選獎 歐陽彥興 無邊無際的思維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3 入選獎 李庭瑜 後盾  

14 入選獎 金可讚 變職  

15 入選獎 蕭亦連 終將消逝，也許  

16 入選獎 江基名 吻的練習  

17 入選獎 陳凱智 動與靜的對峙  

 

6、數位藝術類 

編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優選獎 林立偉 不能帶你走  

2 優選獎 湛文甫 慌島：天起  

3 優選獎 呂坤彧 
紅磚意象 Red-brick 

Imagery 
 

4 入選獎 彭鏡蓉 躍動  

5 入選獎 黃元煜 違和家園  

6 入選獎 石韵瑄 TAIWINE花草酒瓶  

7 入選獎 劉呈祥 創世|思緒 宇宙  

8 入選獎 常叔彥 花。貓的四季  

9 入選獎 張志達 
給我一朵雲，因為我是飛

鳥。 
 

10 入選獎 洪鈞元 缺席-自白  

11 入選獎 許育瑄 一場活動的螺絲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