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媒材類 得獎名單 《總參加人數 152 人，入選以上 58 名》 

臺南獎 第二名（1 名） 第三名（1 名） 

140 戴于濱 090 梁智翔 085 柯衍吉 

 優 選（7 名） 

043 鄭文港 064 陳麗惠 086 陳玟晴 

087 翁偉期 088 王梨岑 091 薛峻升 

145 蔡元桓   

 佳 作 (11 名） 

001 陳萬林 014 吳西華 016 張信宏 

042 謝志康 063 黃栩兒 068 黃天虎 

069 李政隆 072 許宸正 075 陳玉潔 

089 黃子祐 108 杜建旻  

 入 選（37 名） 

004 呂孟平 005 張紘翔 015 郭心蓉 

017 吳佳旻 021 黎庭有 025 賴貞吟 

027 蘇惠梅 030 潘玉慧 033 陳素清 

035 許沙棠 046 卓育 056 于少承 

057 林侑瑩 058 林貴利 065 王麗香 

076 何克倫 079 賴宥丞 080 郭懷麟 

083 李恩銘 084 陳淨雲 092 姜秀燕 

093 林巧柔 095 張峻東 096 林辰之 

098 黃嘉玲 099 李淑珠 101 林字婕 

104 侯文欽 114 郭書瑜 123 盧姿妏 

125 吳靜慧 127 高郡妧 128 王資皓 

130 葉陳淑貞 142 謝靜玟 144 巫靜盈 

148 黃瑞萍   

東方媒材類 得獎名單 《總參加人數 36 人，入選以上 18 名》 

 第一名（1 名）  第二名（1 名）  第三名（1 名）  

027 郭書瑜 013 汪妤庭 009 曾璧海 

 優 選（2 名） 

003 陳苡瑄 017 葉珮柔  

 佳 作 ( 3 名） 

007 施字洋 019 郭伊玲 030 蘇毓青 

 入 選（10 名） 

006 黃栩兒 008 林淼華 012 石育恩 

014 莊雯 015 湯涵伃 020 林芯如 

022 郭子維 028 郭諮蓁 031 王芓鈊 

032 李宣萱   

 



 

書 法 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99 人，入選以上 40 名》 

 第一名（1 名）  第二名（1 名）  第三名 （1 名） 

077 蘇梓靖 017 陳義仁 025 王美美 

 優 選（4 名） 

008 董同慶 032 楊振源 067 張家榮 

094 黃程瑋   

 佳 作 (7 名） 

010 曾華翊 011 呂佳憲 024 吳裕聖 

035 吳季祐 045 李元萌 055 錢志珀 

079 張永毅   

 入 選（26 名） 

014 蔡漢忠 023 魏芳妙 027 廖興起 

031 蘇英才 034 郭桂芬 038 林淼華 

040 陳麗珠 042 吳榮昆 046 江柏賢 

050 郭秋桂 051 王淑美 053 王曉筠 

054 陳勁甫 056 郭峻溢 057 陳君天 

064 林東妙 072 黃小津 074 黃雅人 

075 林忠佐 076 趙保吉 081 林隆旗 

092 林杏如 093 林杏嬌 095 胡碧月 

097 董又愷 098 傅建潣  

 

攝影影像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50 人，入選以上 18 名》 

 第一名（1 名）  第二名（1 名）  第三名（1 名） 

016 謝坤軒 031 戴照城 007 鄭啟東 

 優 選（2 名） 

001 周秀娟 013 黃安彬  

 佳 作 (4 名） 

019 汪國禎 043 陳良圖 044 陳美玲 

050 朱國良  

 入 選（9 名） 

002 劉秋菊 005 林哲明 010 莊吳月寶 

017 林淑芬 033 林家煌 034 郭淑美 

041 陳志強 047 謝元隆 049 郭英平 

 

 



 

傳統工藝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30 人，入選以上 15 名》 

臺南獎  第二名（1 名）  第三名（1 名） 

025 雷安平 007 陳一中 017 陳建智 

 優 選（1 名） 

031 陳水林  
 

 佳 作 (2 名） 

002 楊基亮 022 林秉賢  

 入 選（9 名） 

005 林慈娘 006 黃銘樹 009 梁英雅 

010 陳靖芬 012 杜建德 013 陳彥名 

021 尤姵芸 024 吳國棟 026 辜發明 

 

立體造型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34 人，入選以上 12 名》 

臺南獎  第二名（１名）  第三名（１名）  

010 王春風 015 劉濬磊 032 賴瀚元 

 優 選（2 名） 

019 陳昱涵 035 柯依廷 
 

 佳 作 (3 名） 

001 楊基亮 017 黃鈺凱 024 吳昕恬 

 入 選（4 名） 

021 徐莉蓁 027 池譞喆 028 陳姵臻 

030 林家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