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學校 作品名稱 得獎項目 指導老師

1 郭仲恩 義民高中 燈火闌珊 風景金牌 鄭雯蔚

2 林曉嘉 景文高中 黃昏倒影 風景銀牌 謝映如

3 張建論 大興高中 窗外的世界 風景銅牌 林騰緒

4 邱建恩 大興高中 長板。夕陽 風景佳作 林騰緒

5 郭佳旻 大興高中 歸家之路 風景佳作 林騰緒

6 黃明章 穀保家商 海潮之聲 風景佳作 王倩怡

7 蔡承鈞 育達高中 豆花 風景佳作 許展瑋

8 李繕宇 海星高中 景 風景佳作 洪睿杰

9 張之拓 武陵高中 菁菁之火 風景佳作 無

10 蔡佩妤 光復高中 流年 風景佳作 呂奇品

11 徐兆汶 治平高中 午後時光 風景佳作 顏景弘

12 傅紹揚 海星高中 顛倒世界 風景佳作 黃秋燕

13 官育楨 永平工商 林間 風景佳作 唐春

14 吳鄭雅芳 穀保家商 午後時光 風景入圍 王倩怡

15 洪千宇 穀保家商 逢望 風景入圍 王倩怡

16 林宸緯 大興高中 晚餐前的片刻 風景入圍 林騰緒

17 陳薏茹 大興高中 空洞 風景入圍 林騰緒

18 郭仲恩 義民高中 信眾 風景入圍 鄭雯蔚

19 吳芳綺 穀保家商 沒機車的高中生 風景入圍 王倩怡

20 黃詩喻 啟英高中 新年曙光 風景入圍 胡家婕

21 郭珈音 大興高中 八里的蜿蜒街道 風景入圍 林騰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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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賴力維 蘇澳海事 穿透棄屋 風景入圍 林芝吟

23 黃俐綺 台東女中 紅色燈籠高高掛 風景入圍 無

24 楊采蓁 義民高中 一生的辛勞 風景入圍 陳勝棋

25 劉昱志 義民高中 曙光 風景入圍 陳勝棋

26 林育弘 義民高中 暮秋之際柿子紅 風景入圍 陳勝棋

27 吳心語 啟英高中 夕陽晚霞 風景入圍 洪睿杰

28 林悅縈 永平工商 流水 風景入圍 唐春

29 張晏慈 永平工商 曙光在街角 風景入圍 唐春

30 林翊翔 景文高中 水滴 風景入圍 謝映如

31 高廉杰 景文高中 早晨校車外的風景 風景入圍 曾雅萳

32 楊欣瑜 海星高中 Life 風景入圍 黃秋燕

33 黃柔焉 滬江高中 相遇 風景入圍 劉曉慶

34 黃羽彤 新興高中 霞光瑰麗 風景入圍 黃雅卿

35 朱晉亨 滬江高中 My Wave 風景入圍 劉曉慶

36 蔡宗霖 滬江高中 家鄉的雲彩 風景入圍 劉曉慶

37 劉硯甄 僑泰高中 沖刷 風景入圍 陳順德

38 賴郁萌 臺中高工 清靜 風景入圍 無

39 洪粹薪 內思高工 灑 風景入圍 黃庭裕

40 黃士銘 前鎮高中 慈心普濟 風景入圍 無

41 蕭竹蓉 臺東高商 兩位阿婆 風景入圍 張莉菁

42 邱宥嘉 宜蘭高商 採蜜 風景入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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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林佳璇 滬江高中 五光十色之元霄燈籠 風景入圍 劉曉慶

44 高廉杰 景文高中 青青草原 風景入圍 曾雅萳

45 洪睿襄 光復高中 沉靜 風景入圍 呂奇品

46 曾昱誠 光復高中 光 風景入圍 許嘉媛

47 田采依 光復高中 花覓 風景入圍 許凱婷

48 邱奎霖 光復高中 讓子回頭 風景入圍 呂奇品

49 楊宜恩 光復高中 城市燈塔 風景入圍 呂奇品

50 蔡佩妤 光復高中 平凡之路 風景入圍 呂奇品

51 曾昱誠 光復高中 操場角落 風景入圍 許嘉媛

52 陳詩婷 治平高中 第九號交響曲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3 葉秀暐 治平高中 河岸拾影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4 梁姵蓉 治平高中 逆光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5 葉羽婕 治平高中 闊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6 郭佳羽 治平高中 失焦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7 陳宣芳 治平高中 日日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8 賴立琪 治平高中 夜中之美 風景入圍 顏景弘

59 林晏蓉 治平高中 時光切片 風景入圍 顏景弘

60 林諺平 至善高中 戰地風光 風景入圍 李宗俊

61 許廷維 至善高中 16歲的壯遊與重生 風景入圍 李宗俊

62 陳睿彬 海星高中 老屋意象 風景入圍 黃秋燕

63 方心妤 海星高中 山水之間 風景入圍 黃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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