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畫類 水墨畫類 水墨畫類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佳作 70119 劉家妤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優等 90112 徐逸宸 佳作 70129 林子翔 優等 90103 吳盈璇

優等 90130 蔡羽綸 優等 90104 李佳恩

優等 90133 盧佳凱 優等 90112 徐逸宸

優等 80112 高暐喬 書法類 優等 90128 栁韋丞

優等 80110 封森美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優等 90130 蔡羽綸

優等 80122 楊千葶 優等 90106 李儀蓁 優等 90133 盧佳凱

優等 80126 謝雨芯 優等 90117 曾楚晴 優等 90134 蕭兆揚

優等 80127 游喬棋 優等 90120 戴邑玹 優等 80108 林郁芯

優等 80131 鄭于碩 優等 80102 吳岱容 優等 80120 游喬棋

優等 70130 張齊祐 優等 80105 李品儀 優等 80126 謝雨芯

佳作 90134 蕭兆揚 優等 80109 林書亞 佳作 90109 邱馨嫻

佳作 90104 李佳恩 優等 80117 張鈞甯 佳作 90116 陳羿君

佳作 80107 林芮竹 優等 80122 楊千葶 佳作 90118 黃妍樺

佳作 80123 廖苡安 優等 80130 楊宸叡 佳作 80103 吳喬恩

佳作 80109 林書亞 優等 70128 李宜儒 佳作 80107 林芮竹

佳作 80124 劉宜霏 佳作 90115 陳星妤 佳作 80112 高暐喬

佳作 70120 蕭可靖 佳作 80119 陳郁恩 佳作 80116 張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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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優等得獎作品將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並於升旗時頒獎，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設計類 版畫類 漫畫類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名次 班級座號 姓名

優等 80102 吳岱容 優等 90102 吳雨軒 優等 90105 李欣憙

優等 80116 張芮綺 優等 90107 杜依柔 優等 90107 杜依柔

優等 80117 張鈞甯 優等 90109 邱馨嫻 優等 80106 沈欣緻

優等 80123 廖苡安 優等 90111 徐展荷 優等 80129 陳徐秉宏

優等 80125 謝沛恩 優等 90119 葉沛妮 優等 80128 林晏漁

優等 80127 林冠甫 優等 90129 曾崇益 優等 70102 王佑心

優等 80131 鄭于碩 優等 90132 衛令東 優等 70110 林芊宥

優等 70111 范顥馨 優等 90131 蔡欣言 優等 70111 范顥馨

優等 70112 涂庭瑀 優等 90135 顏誠緯 優等 70114 傅紫涵

優等 70116 廖家妘 優等 70112 涂庭瑀 優等 70117 劉小葳

佳作 80101 王之恩 佳作 90101 朱詠琦

佳作 80103 吳喬恩 設計類 佳作 80111 施芯瑀

佳作 80104 李文玲 佳作 80118 陳沛文 佳作 70128 李宜儒

佳作 80108 林郁芯 佳作 80124 劉宜霏

佳作 80110 封森美 佳作 80129 陳徐秉宏

佳作 80115 張妤安 佳作 80130 楊宸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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