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制班級 你的名字 作品名稱 作品形式 名次 備註

1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羅上宇 墜落之日 4連屏 第一名

2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沈亭妘 漂流傀儡 3連屏 第二名

3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姚潔 窺夢0507 3連屏 第三名

4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卓相妘 兼得 2連屏 佳作

5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林芷筠 以＿為名 3連屏 佳作

6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陳禹嘉 裝 2連屏 佳作

7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張庭瑄 相伴 2連屏 佳作

8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張耀華 降妖 3連屏 佳作

9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林欣霓 致美好的靈魂 單幅 佳作

10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黃品瑄 庚子之亂•人間有愛 3連屏 佳作

11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許名緯 重生 3連屏 佳作

12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劉彥伶 刻在你心底那些事 單幅 佳作

13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江美英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頑強的 2連屏 佳作

14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吳宜霖 芸芸眾生 4連屏 佳作

15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郭麗秋 翻篇　窯身一變 單幅 入選

16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簡秋芬 希望 2連屏 入選

17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曾玉惠 遐思 單幅 入選

18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劉美蓮 雍容 單幅 入選

19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張瑤明 後巷重組 單幅 入選

20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王程芳 沙洲印紅 單幅 入選

21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林麗秋 滿林秋色映清溪 2連屏 入選

22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朱森池 停滯塵囂 單幅 入選

23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黃繁洋 神遊記 單幅 入選

24 日間學士班一年級 張雅琳 心轉溢盎然 3連屏 入選

25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曾新菱 善婪信女 單幅 入選

26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葉姿婷 願 單幅 入選

27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曹育綺 幻境 單幅 入選

28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謝如明 天葬 單幅 入選

29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黃培源 源 單幅 入選

30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王浥函 崖薑蕨 2連屏 入選

31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游慈芬 霧。帝 4連屏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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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蔡育言 蝶戀花 單幅 入選

33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張寧 藏 單幅 入選

34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文子凝 飛鴉 單屏 入選

35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顏伊羚 動物集中營 單幅 入選

36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劉育睿 Hibernate 2連屏 入選

37 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宋尚洺 盲 單幅 入選

38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郭中懿 守護 單幅 入選

39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簡韻靜 希望 單幅 入選

40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成采臻 迷失 單幅 入選

41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歐愷昕 取捨 單幅 入選

42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高珮慈 變異人 2連屏 入選

43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王芳蘭 蝶之夢 單幅 入選

44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余能嘉 雙貓探微圖 2連屏 入選

45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吳念真 縫補‧今古 3連屏 入選

46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莊芸蘋 憶中馬諦斯 單幅 入選

47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林翊麒 鬼趣圖 2連屏 入選

48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王聖華 上山虎 3連屏 入選

49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章芷瑄 阻 單幅 入選

50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林佑真 遺落秘境 單幅 入選

51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高定 神遊 單幅 入選

52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江泓誼 演化 2連屏 入選

53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朱維靖 小精靈 單幅 入選

    1.領據(頒獎當天發給 )  2.本人郵局或銀行存則封面電子檔

  上述資料於頒獎開幕典禮後2日送至系辦陳重亨助教處收執，請勿延遲以利獎金核銷發放。

※得獎同學請注意：

一.11/10(二)校慶美展頒獎暨開幕儀式，得獎同學請準時出席參與典禮，佳作以上同學請上午10點提前

  至美術大樓B1參加預演綵排，當日無法出席者請提前11/9日前告知陳重亨助教代領同學姓名，佳作以

  上如無故不出席者且無安排代領同學者，依規定取消獎金獎狀給予。

二.凡佳作以上同學獎金採匯款方式，請獲獎同學提前準備下列資料：



編號 學制班級 你的名字 作品名稱 作品形式 名次 備註

54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楊承叡 孝經-開宗明義 8連屏 第一名

55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朱曼華 無相頌 7連屏 第二名

56 二年制在職專班一年級 傅瑩瑩 節錄道德經 4連屏 第三名

57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許素娥 四時讀書樂 4連屏 佳作

58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廖翊妘 生年不滿百 6連屏 佳作

59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林欣霓 聲聲慢 5連屏 佳作

60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顏伊羚 過往 8連屏 佳作

61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馬振庭 樓頭 6連屏 佳作

62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許名緯 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 6連屏 佳作

63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廖暐潔 滿庭芳二首 5連屏 佳作

64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吳玉熙 菩薩蠻詩二首 6連屏 佳作

65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游美蘭 湘月（賦雲溪） 4連屏 佳作

66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李佳珍 閣夜 2連屏 入選

67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張瑤明 蘇東坡~漁父詞四首 5連屏 入選

68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王程芳 范大成鄂州南樓 單幅 入選

69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劉美蓮 白居易琵琶行 6連屏 入選

70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林麗秋 離相即佛 單幅 入選

71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卓相妘 忘言歌 2連屏 入選

72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許懷方 節錄文心雕龍序志篇 3連屏 入選

73 日間學士班二年級 曹育綺 席慕容  雨後 單幅 入選

74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蔡育言 增廣昔時賢文 單福 入選

75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鄭至廷 李白詩詞 2連屏 入選

76 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蔣哿恩 李白詩四首 單幅 入選

77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沈琪樺 起風了 3連屏 入選

78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楊子萱 詩四首 4連屏 入選

79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張育鵬 杜甫《夏夜嘆》 7連屏 入選

80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辜敬涵 陋室銘 4連屏 入選

81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王芳蘭 李清照一剪梅 單幅 入選

82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蕭寬 對酒當歌  4連屏 入選

83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李世鈞 泓崢蕭瑟 4連屏 入選

84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江美英 短歌行 4連屏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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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劉彥伶 浮游 5連屏 入選

86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曾淑惠 李白將進酒 4連屏 入選

編號 學制班級 你的名字 作品名稱 作品形式 名次 備註

87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朱曼華 寧靜致遠 單幅 第一名

88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林欣霓 陌上花開 單幅 第二名

89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王程芳 八雅(琴棋書畫詩酒花茶) 單幅 第三名

90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張語昕 耍可愛 單幅 佳作

91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黃郁紋 進化戰場 單幅 佳作

92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游美蘭 畫山水序印集 單幅 佳作

93 二年制在職專班二年級 張瑤明 游刃有餘~明谷軒印痕 單幅 入選

94 日間學士班三年級 陳宜羚 藏於生活 單幅 入選

95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黃品瑄 畫中話 單幅 入選

96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 梁文如 逢魔時刻 單幅 入選

97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辜敬涵 煙雲出沒有無間 單幅 入選

98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郭中懿 真水無香 單幅 入選

99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廖暐潔 淡然 單幅 入選

100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楊子萱 阿萱印存 單幅 入選

101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高珮慈 誰能無過 單幅 入選

102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李欣蓉 靜水流深 單幅 入選

  上如無故不出席者且無安排代領同學者，依規定取消獎金獎狀給予。

二.凡佳作以上同學獎金採匯款方式，請獲獎同學提前準備下列資料：

    1.領據(頒獎當天發給 )  2.本人郵局或銀行存則封面電子檔

  上述資料於頒獎開幕典禮後2日內送至系辦陳重亨助教處收執，請勿延遲以利獎金核銷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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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請注意：

一.11/10(二)校慶美展頒獎暨開幕儀式，得獎同學請準時出席參與典禮，佳作以上同學請上午10點提前

  至美術大樓B1參加預演綵排，當日無法出席者請提前11/9日前告知陳重亨助教代領同學姓名，佳作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