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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徵畫比賽得獎名單 

〜美術班組〜 

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西 

畫 

類 

優等 90102 何蕎羽 童采婕 

優等 90106 梅恩寧 童采婕 

優等 90107 許禾郁 童采婕 

優等 90109 陳方捷 童采婕 

優等 90111 陳姿婷 童采婕 

優等 80104 林宜蓁 童采婕 

優等 80105 林郁庭 童采婕 

優等 80112 曾資婷 童采婕 

優等 80114 黃湘芸 童采婕 

優等 80128 黃璽祐 童采婕 

佳作 90105 高睿妤 童采婕 

佳作 90113 陳詠昕 童采婕 

佳作 90119 魏伶倢 童采婕 

佳作 90120 魏漢柔 童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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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90132 張峻維 童采婕 

佳作 80102 周姮妤 童采婕 

佳作 80103 林沛瑩 童采婕 

佳作 80109 張雅涵 童采婕 

佳作 80113 黃彥維 童采婕 

佳作 80115 葛京翎 童采婕 

佳作 80117 劉沂僑 童采婕 

佳作 80118 劉采蓁 童采婕 

佳作 80122 蔡睿云 童采婕 

佳作 80126 曾子銘 童采婕 

佳作 70112 徐逸宸 童采婕 

佳作 70116 陳羿君 童采婕 

佳作 70134 蕭兆揚 童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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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漫 

畫 

類 

優等 70112 徐逸宸  

優等 70109 邱馨嫻  

優等 70135 顏誠緯  

優等 70132 衛令東  

優等 80127 曾兆祥 李健銘 

優等 70115 陳星妤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佳作 90105 高睿妤  

 

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版 

畫 

類 

優等 90104 馬敬棠 蘇詒茹 

優等 90109 陳方捷 蘇詒茹 

優等 90111   陳姿婷 
 

蘇詒茹 

優等 90113   陳詠昕 
 

蘇詒茹 

優等 90115    楊銘沂 蘇詒茹 

優等 90127 王楷翔 蘇詒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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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90128 史以凡 蘇詒茹 

優等 90129 吳承諭 蘇詒茹 

優等 90130 林柏辰 蘇詒茹 

優等 90134 蔡欣祐 蘇詒茹 

佳作 90116  劉  樺 蘇詒茹 

佳作 90120  魏漢柔 蘇詒茹 

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水 

墨 

畫 

類 

優等 90115 楊銘沂 蘇詒茹 

優等 90104 馬敬棠 蘇詒茹 

優等 90102 何蕎羽 蘇詒茹 

優等 90128 史以凡 蘇詒茹 

優等 80107 柯岱均 蘇詒茹 

優等 80111 郭子瑜 蘇詒茹 

優等 80128 黃璽祐 蘇詒茹 

優等 70135 顏誠緯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佳作 90117 蔣  荷 蘇詒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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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書 

法 

類 

優等 90101 王韻婷 蘇詒茹 

優等 80107 柯岱均 蘇詒茹 

優等 80106 林臻宜  

優等 70106 李儀蓁  

優等 90133 郭俊毅 蘇詒茹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優等  從缺  

類別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 

  平 

面 

優等 90106 梅恩寧 蘇詒茹 

優等 80102 周姮妤 周盈君 

優等 80105 林郁庭 周盈君 

優等 80108 胡旆華 周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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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類 

優等 80110 許家瑜 周盈君 

優等 80112 曾資婷 周盈君 

優等 80126 曾子銘 周盈君 

優等 80131 蘇紹齊 周盈君 

優等 70102 吳雨軒  

優等 70109 邱馨嫻  

佳作 80103 林沛瑩 周盈君 

佳作 80104 林宜蓁 周盈君 

佳作 80106 林臻宜 周盈君 

佳作 80109 張雅涵 周盈君 

佳作 80111 郭子瑜 周盈君 

佳作 80113 黃彥維 周盈君 

佳作 80114 黃湘芸 周盈君 

佳作 80115 葛京翎 周盈君 

佳作 80116 詹婷臻 周盈君 

佳作 80117 劉沂僑 周盈君 

佳作 80118 劉采蓁 周盈君 

佳作 80119 劉倚瑄 周盈君 

佳作 80120 劉  蓁 周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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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以上獲獎同學，優等作品將代表本校 

                          參加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因美術班組漫畫、水墨、書法類尚有缺額，故開放前類作品第二次

徵件，交件之相關規定請參看「美術班第二次徵畫實施辦法」。 

佳作 80121 蔡芯賢 周盈君 

佳作 80122 蔡睿云 周盈君 

佳作 80123 黎予婕 周盈君 

佳作 80127 曾兆祥 周盈君 

佳作 80129 薛硯桓 周盈君 

佳作 70115 陳星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