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媒材類 得獎名單 《總參加人數 184 人，入選以上 56 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58 李○庭 1 郭○瑜 154 盧○苡 

 優 選（6 名） 

40 張○鍊 59 林○芬 81 鍾○書 

109 蔡○蓉 143 張○榜 163 陳○晴 

 佳 作 (11 名） 

2 陳○林 4 蔡○真 35 葉○明 

83 謝○諠 92 宋○辰 93 鄭○平 

96 林○柔 115 林○賢 125 陳○ 

161 洪○玲 182 張○華   

 入 選（36 名） 

3 蔡○嘉 6 劉○宜 7 李○玲 

10 陳○雪 13 吳○齊 20 林○娟 

23 林○姿 36 黃○純 47 吳○旻 

51 何○倫 54 馬○雯 55 李○儀 

58 梁王○香 67 許○美 72 陳○哲 

73 黃○民 74 郭○鈴 75 郭○源 

76 林○昀 85 許○誠 88 陳○昕 

90 羅○婷 91 羅○妤 94 陳○宇 

97 葉○瑀 117 吳○政 119 李○傑 

131 楊○熙 133 穆○雅 135 鄭○彤 

138 蔡○桓 164 鄭○雯 166 范○驊 

168 褚○中 172 黃○凱 176 王○錦 
 

東方媒材類 得獎名單 《總參加人數 59 人，入選以上 16 名》 

臺南獎 第二名 第三名 

41 蘇○青 24 蕭○瑋 6 吳○儀 

 優 選（2 名） 

47 林○蓉 56 王○安  

 佳 作 ( 4 名） 

25 黃○萱 27 巫○茹 37 王○筠 

55 王○誠  

 入 選（15 名） 

12 吳○誼 13 林○婕 19 林○聖 

20 褚○琦 38 楊○玲 46 馬○均 

57 黃○暐     
 



書法類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75 人，入選以上 23 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5 許○君 20 呂○憲 4 李○ 

 優 選（3 名） 

63 陳○男 69 黃○瑜 76 黃○瑋 

 佳 作 ( 4 名） 

42 林○嬌 58 鄭○財 74 李○隆 

77 傅○綸    

 入 選（13 名） 

8 王○淇 16 林○婕 21 陳○仁 

25 陳○堡 27 何○綢 36 吳○昆 

43 陳○天 50 王○筠 53 蔡○蓮 

64 楊○錡 67 王○美 70 陳○珠 

73 胡○月     
 

攝影影像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75 人，入選以上 19 名》 

臺南獎 第二名 第三名 

9 林○鴻 55 林○芬 58 許○玲 

 優 選（3 名） 

34 林○儀 73 黃○傑 74 彭○鈴 

 佳 作 (4 名） 

13 包○發 32 洪○明 52 王○英 

71 李○澤    

 入 選（9 名） 

4 陳○清 12 包○杰 26 蔡○珍 

31 江○浩 39 余○翰 40 黃○郁 

43 林○成 60 陳○玲 61 謝○隆 
 

 

傳統工藝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52 人，入選以上 15 名》 

臺南獎 第二名 第三名 

17 陳○中 19 曾○海 46 蘇○儀 

 優 選（2 名） 

32 張○珍 38 吳○棟 
 

 佳 作 (3 名） 

21 李○勳 28 白○義 44 丁○仁 

 入 選（7 名） 

4 曹○瑩 7 李○榮 14 楊○宇 



29 高○ 31 林○賢 42 黃○帝 

45 梁○雅     

 

立體造型類 得獎名單《總參加人數 70 人，入選以上 19 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 林○男 42 羅○竣 18 江○君 

 優 選（2 名） 

20 許○卿 30 謝○章 
 

 佳 作 (4 名） 

23 林○鋒 24 黃○浩 59 柯○廷 

62 張○甯     

 入 選（12 名） 

2 倪○淨 4 陳○進 6 黃○隆 

7 蘇○琴 21 許○敏 28 謝○明 

29 楊○亮 38 曹○慧 43 林○賢 

50 許○敏 65 蔡○吉 69 劉○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