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第 25屆大墩美展複審得獎名單 
  

本屆美展於 109年 6月 23日（星期二）進行複審評選，評審結果，共選

出 187件得獎作品。各類得獎名單如下： 

 

01 墨彩類得獎名單（共 22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10026 呂怡柔 想飛   

第二名 010036 李齊楓 生   

第三名 010054 王冠雅 自省   

優選 010007 羅上宇 獸。母親   

優選 010033 李書嫺 共生體─生命   

優選 010122 李仲程 躲貓貓   

優選 010156 黃俊騰 海景第一排   

入選 010001 胡詠瑄 表裡心像   

入選 010003 邱瑞誠 戰疫不是變無情   

入選 010010 Amin 這裡黑洞 伊朗 Iran 

入選 010017 湯嘉明 我佛   

入選 010046 鄭宇伶 荏苒   

入選 010050 許雁 花落   



入選 010059 林麗姬 吉光片羽─9   

入選 010061 張簡可筠 心浪‧觀   

入選 010069 蔡名璨 如是多聞   

入選 010085 曾冠樺 隔離   

入選 010094 黃淑蘩 思念   

入選 010095 廖于甄 山雨欲來   

入選 010131 張登科 異鄉人─大都會意象   

入選 010137 康興隆 竹林清趣   

入選 010141 高珮慈 翼   

 

02 書法類得獎名單（共 20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20021 鄭振聰 刻話心境   

第二名 020043 鄧君浩 節錄東坡集論書一則   

第三名 020106 許志芳 董潁江上詩   

優選 020004 陳建勝 《謙卦銘篆文溯源》 中國大陸 China 

優選 020031 張倍源 傅山書論七則   

優選 020109 周河山 惲壽平詩   

入選 020001 葉修宏 風蕭雨迢二十二言聯   



入選 020005 黃鈺銓 柳宗元─漁翁   

入選 020009 楊淑婉 七律 53 首   

入選 020014 
周欣慧(字 忻

哲) 
王涯詩數首   

入選 020023 盧彩霞 孟浩然臨洞庭詩   

入選 020037 劉建伯 《文心雕龍》選   

入選 020039 陳藝雙 篆書‧古詩六首 中國大陸 China 

入選 020046 袁啓陶 明 顧天祥 題水村圖詩   

入選 020060 沈克昌 山川異域 隸書對聯   

入選 020075 筆永源 送元簡上人適越詩   

入選 020084 賴原 黃山谷鷓鴣天   

入選 020099 楊振源 李商隱無題   

入選 020110 吳奇聰 楊笑儂定軍山望海   

入選 020113 施博獻 送朗癯入匡山   

 

03 篆刻類得獎名單（共 8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30022 劉廣毅 春日載陽鳥鳴於乘   

第二名 030025 蒙威仁 上善若水   

第三名 030017 李金財 谷泉古璽   



優選 030008 張天健 一鳥有聲   

優選 030012 莊哲彥 當下即是   

入選 030005 劉俊男 三更篆刻   

入選 030015 陳鈺守 性情得於心而難名   

入選 030019 張水和 永以為好   

 

04 膠彩類得獎名單（共 9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40043 郭雅倢 九天塗炭   

第二名 040022 洪昕 消逝的你─1   

第三名 040006 高美專 只要我長大系列之三   

優選 040007 陳柏欣 生命力   

優選 040034 劉裳霓 被保護的女孩   

入選 040010 陳璟 她的畫室   

入選 040016 林菊珍 柳岸花明   

入選 040028 李昕雨 迷幻維度的寶石擁有者   

入選 040035 蕭余洛 滙集之地   

 

 

 



05 油畫類得獎名單（共 30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50148 張國二 春風   

第二名 050011 楊承諺 白鹿 03/生之慾   

第三名 050153 吳淑芳 穿越   

優選 050030 林惠玲 窗外的風景，窗內的故事   

優選 050049 尹信方 家屋   

優選 050063 胡崴翔 健身漫遊圖   

優選 050064 劉政融 稀有‧當下   

優選 050238 王聰得 晨曦   

入選 050001 陳志華 機械式介入─III   

入選 050007 洪俊銘 我們來玩吧！   

入選 050028 楊淑芳 心之門   

入選 050040 廖崇勛 寂寞邊境   

入選 050050 陳玉鳳 夢   

入選 050067 謝明機 心靈歸宿   

入選 050074 余秀蓉 紅色記憶   

入選 050082 Le Thanh Binh 藝術的力量 越南 Vietnam 



入選 050112 雷凱勛 甜蜜的家─序   

入選 050117 李宏泰 擱‧未知 I   

入選 050135 
Munkhbat 

Norovpeljee 
Blue Silk Tissue 蒙古 Mongolia 

入選 050140 賴瑋綺 穿透 42.6°C   

入選 050143 戴麗英 探索   

入選 050173 王富瑩(梁月) 這髒臉   

入選 050182 黃輝坪 歲月   

入選 050208 高婕瑄 人類 4.0   

入選 050212 高珮慈 像   

入選 050219 郭玉麗 其實我想走(二)   

入選 050222 林玫筠 位置的狀態─舞蝶   

入選 050223 陳由利(幽利) 莫忘初心   

入選 050226 江秋霞 在彩虹上跳舞   

入選 050237 顏艷玲 逝憶   

 

06 水彩類得獎名單（共 21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60034 余沛倫 聽海   

第二名 060032 王少夫 憶…童年…   



第三名 060081 林裕清 旅程拾光   

優選 060085 龔維國 秋之韻   

優選 060095 蘇芳毅 冬夜返鄉憶暖香   

優選 060122 湯双進 入冬拾憶   

優選 060145 吳貞霖 共時樣態(三)   

入選 060009 黃千育 暗面世界   

入選 060015 蔡岳霖 狂風沙   

入選 060020 張希群 南湖雪景   

入選 060027 嚴友亨 也許還存在著一點溫度   

入選 060029 鍾親沛 文昌宮旁的小花市 2   

入選 060050 李梓維 黃河   

入選 060055 林郁翔 在異度時空中轉換   

入選 060056 陳泰華 丑角   

入選 060061 邱巧妮 今生‧來世   

入選 060083 溫崎君 回憶錄─6   

入選 060097 謝依庭 多漾年華   

入選 060117 申學彥 邂逅   

入選 060136 林惠倩 優雅的秋霞   



入選 060140 王曉萱 妳曾經待過的地方   

 

07 版畫類得獎名單（共 10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70002 江芷萱 迷惘   

第二名 070037 盧芷苡 加冠   

第三名 070024 蔡庭歡 罐頭系列─囍   

優選 070026 林子涵 仨   

優選 070030 許以璇 朝聖‧子神   

入選 070003 盧宜承 幸福島Ⅲ：塵土與祝福   

入選 070005 蘇珍儀 希望   

入選 070025 王嘉馨 思故   

入選 070038 張維媗 無語問蒼天   

入選 070041 張芯晨 對時光的虔敬   

 

08 攝影類得獎名單（共 35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80153 陳姵如 移動的軌跡   

第二名 080034 許秀玲 躊躇   



第三名 080138 游賜傑 頂上功夫   

優選 080198 田 正 疫起加油   

優選 080246 曾益民 消失中的民間藝術   

優選 080266 許秋燕 朝聖之旅   

優選 080304 曾月雲 激情過後市井小民的願望   

優選 080336 陳明哲 解構元素的原素   

入選 080005 顏如玉 台江之美   

入選 080006 馬唯一 遺忘的宅院   

入選 080010 歐惠育 信仰的傳承   

入選 080024 羅素秋 庶民經濟   

入選 080071 余鑾嬌 大紅   

入選 080077 傅姀姮 傳統男士理髮五部曲   

入選 080082 彭寶全 樹的天空   

入選 080098 陳力伃 垃圾場裡的拾荒者   

入選 080125 羅志成 鹽田的日常   

入選 080135 林中庸 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   

入選 080136 董勝安 生‧滅   

入選 080156 盧劭暐 過程   



入選 080181 朱智青 未來是如何？   

入選 080209 楊麗芳 屋頂上的貓   

入選 080218 杜惠馨 Tea Time   

入選 080224 曾麗英 時速 9 公里的故事   

入選 080235 曾忠熀 守望   

入選 080236 陳玉春 姊弟情   

入選 080242 李豊明 方圓之間   

入選 080247 吳佩玲 傳與承之間   

入選 080264 陳循謀 坑洞內的好漢   

入選 080273 吳昌明 歲月流逝下的拼接   

入選 080283 張國龍 穿越   

入選 080290 吳靜唯 朝拜   

入選 080294 張志達 頂上功夫   

入選 080296 陳佩欣 萬眾禱告   

入選 080298 曾美莉 愛的答案   

 

09 雕塑類得獎名單（共 10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90077 林志航 壓扁 ing 19   



第二名 090014 張晉譯 新手奶爸   

第三名 090073 許至程 長存   

優選 090039 陳郁嵐 收藏   

優選 090060 邵琮傑 解   

入選 090042 徐均育 致敬   

入選 090043 蔡敬蓉 偽裝下的痕跡   

入選 090052 張志發 金框眼鏡 
馬來西亞 

Malaysia 

入選 090063 張哲豪 律動   

入選 090067 林芝萱 望穿秋水   

 

10 工藝類得獎名單（共 16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100090 林智斌 和。鳴   

第二名 100011 曾士榮 鳳揚花采   

第三名 100019 黃雯琪 花境   

優選 100012 陳水林 鏤現鯉魚花瓶   

優選 100048 李宏泰 現實交會 I   

優選 100052 曾祥軒 青花月影   

入選 100016 劉惠雯 花星球與熊   

入選 100017 余成忠 搖曳波光   



入選 100049 董家豪 流金歲月─脫變的雀躍   

入選 100053 姚怡欣 生命之舞   

入選 100054 吳孟儒 碎心   

入選 100058 許美嘉 荷意‧合意   

入選 100059 丁宗華 憶   

入選 100081 崔克英 風中奇原   

入選 100094 陳寶雲 醉享亮 大酒瓶   

入選 100100 趙勝湧 綠色的畫，抒情的詩。   

 

11 數位藝術類得獎名單（共 6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110023 黃翰柏 消失的水平線   

第二名 110034 温雅扉 微光日記   

第三名 110016 潘佑華 忘我   

優選 110007 蔡明軒 義體計畫   

入選 110003 蔡欣諺 焦慮狂想曲   

入選 110009 黃雍華 查拉圖 1.5   

 

恭喜以上得獎者，並感謝所有參與本屆美展競賽的藝術創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