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制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畫心總長寬)
作品形式 名次

1 進書四 劉沛緹 幸福的滋味 180x360cm 4連屏 第一名

2 進書三 許名緯 愛在記憶中尋找妳 210x170cm 3連屏 第二名

3 日書四 沈亭妘 草莓醬鱷魚牠時隱時現 145x180cm 2連屏 第三名

4 日書四 張耀華 牠見世間一切皆好笑 120x200cm 3連屏 佳作

5 日書四 羅上宇 直到我們停止呼吸 135x 68cm 單屏 佳作

6 日書四 游慈芬 疫 138x34cm 4連屏 佳作

7 日書四 王浥函 群聚 90x270cm 3連屏 佳作

8 日書四 陳    芊 許多個口 189x81cm 3連幅 佳作

9 日書四 吳玫萱 憬 120x210cm 3連屏 佳作

10 進書二 鄭覺明 終焉之時 180x180cm 2連屏 佳作

11 進書二 余泰霖 風雲變幻 180x180cm 單幅 佳作

12 進書二 宋尚洺 木魅山鬼 145x167cm 3連屏 佳作

13 進書四 林翊麒  野性呼喚 175x225cm 3連屏 佳作

14 日書一 徐志誠 Perhaps... 208x289cm 3連屏 入選

15 日書二 陳佩妤 自然而然 130x70cm 單屏 入選

16 日書二 吳采庭 沙發裡的奇幻旅程 148x80cm 單幅 入選

17 日書二 張若妤 寂 141x 75 cm 單幅 入選

18 日書二 李承霈 一山還有一山高 140x70cm 單幅 入選

19 日書三 黃培源 想逃 142x157cm 2連屏 入選

20 日書三 林芷筠 さよなら夏の日(再會了 夏日) 157x176cm 2連屏 入選

21 日書三 卓相妘 月夜 32x58cm 單幅 入選

22 日書三 謝如明 神經觸發逃離計畫 140x148cm 2連屏 入選

23 日書三 許懷方 弭 122x192cm 2連屏 入選

24 日書四 陳宜羚 遊走 90×140cm 單幅 入選

25 日書四 鄭至廷 生命線 90x180cm 單幅 入選

26 日書四 張庭瑄 嚮往 138x69cm 單幅 入選

27 進書一 蔡家榕 焚身 138x90cm 單幅 入選

28 進書一 林    玨 午夜魚夢 180x90cm 單幅 入選

29 進書二 潘姿妤 櫫 180x180cm 2連屏 入選

30 進書二 鄭    昉 夏夢未醒 140x156cm 2連屏 入選

31 進書二 春羽軒 醒 · 悟 144cmx85cm 單幅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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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進書二 梁湘旻 漠視 180x180cm 2連屏 入選

33 進書二 賴怡文 共存 180x90cm 單幅 入選

34 進書二 王羿忻 異想空間 90x18cm 單屏 入選

35 進書二 蔣哿恩 守候 210x240cm 2連屏 入選

36 進書二 陸嘉誠 靈薄獄 60x125cm 單幅 入選

37 進書二 余思瑩 山城老街 187.5x62cm 單幅 入選

38 進書二 張俐璇 未知祕境 201x135cm 單幅 入選

39 進書三 黃莉堤 黑醬與阿丸 180x90cm 單幅 入選

40 進書三 吳承諺 渡亡經 40x130cm 單幅 入選

41 進書四 施博仁 綻 45X30cm 單幅 入選

42 進書四 吳念真 悄然蔓延‧黃橙色惡魔 140x162cm 3連屏 入選

43 進書四 王芳蘭 舞樂天 180x95cm 單屏 入選

44 進書四 莊芸蘋 寄。日常 100x85cm 單幅 入選

45 進書四 余能嘉 異域 180x180cm 2屏 入選

46 職書一 劉瑛峯 幸福瞬間 140x70cm 單幅 入選

47 職書一 林惠蘭 殿堂意象 180x166cm 3連屏 入選

48 職書二 汪琪琪 計白當黑 142x75cm 2連屏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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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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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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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告知日、夜學會會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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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同學請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