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座號

10318 Miss 花蓮女中 吳欣臻 何怡慧 第3名 推薦

11014生命枯萎 花蓮女中 林昕儒 無 第3名 推薦

10306白日夢 花蓮女中 陳妤恩 何怡慧 佳作

班級

座號

31112心境 花蓮女中 紀芃安 張書衡 第1名 推薦

31113日常 花蓮女中 彭逸君 無 第2名 推薦

31104荒野的呼喚 花蓮女中 巫采樺 陳書敏 第2名 推薦

31108逃離 花蓮女中 許儀臻 張書衡 第3名 推薦

21108入夢 花蓮女中 陳韋蒞 陳書敏 第3名 推薦

31105爸爸 花蓮女中 何芸嘉 張書衡 第3名 推薦

21109出口 花蓮女中 李承祐 陳書敏 佳作

21104幻想 花蓮女中 林冠穎 陳書敏 佳作

11115線抽傀儡 花蓮女中 劉宥欣 何怡慧 佳作

競賽代碼：B4　　　項目：西畫類　　　                                                組別：

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設計類科）

競賽代碼：B3　　　項目：西畫類　　　組別：高中（職）普通科組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班級

座號

30830「寨」劫難逃 花蓮女中 陳宜楨 無 第1名 推薦

21012別讓夜深人靜攻破

心靈防線
花蓮女中 范若婕 無 第2名 推薦

10105人類祈福，動物遭

殃。
花蓮女中 張佳萱 無 第2名 推薦

11014毒你千遍也不厭倦 花蓮女中 林昕儒 無 第3名 推薦

班級

座號

30822鏡臺空 花蓮女中 陳詩玄 無 第2名 推薦

30120憶 花蓮女中 簡玉秀 無 第3名 推薦

全國賽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競賽代碼：C7　　　項目：平面設計類

組別：高中（職）普通科組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競賽代碼：D5　　　項目：水墨畫類　　　組別：高中（職）普通科組



班級

座號

21107沉淪 花蓮女中 曾俊慈 陳書敏 第1名 推薦

31110見面 花蓮女中 何梓萁 王祥薰 第2名 推薦

21105夢然 花蓮女中 温在睿 陳書敏 第2名 推薦

11105逝去的童年 花蓮女中 黃品微 何怡慧 第3名 推薦

21108注視 花蓮女中 陳韋蒞 陳書敏 第3名 推薦

21112不記名的童伴 花蓮女中 陳奕陵 王祥薰 第3名 推薦

31111家家酒 花蓮女中 林玥荷 王祥薰 佳作

班級

座號

10135天羅地網 花蓮女中 黃宥綺 無 第1名 推薦

10318成熟 花蓮女中 吳欣臻 何怡慧 第2名 推薦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競賽代碼：D6　　　項目：水墨畫類　　                                       　組別：高

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設計類科）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競賽代碼：F5　　　項目：版畫類　　　組別：高中（職）普通科組



班級

座號

31112散漫 花蓮女中 紀芃安 何怡慧 第1名 推薦

11116憂遊 花蓮女中 林靖庭 無 第2名 推薦

11119假象 花蓮女中 杜微庭 無 第3名 推薦

31108沒關係呀。 花蓮女中 許儀臻 何怡慧 第3名 推薦

31105懶散 花蓮女中 何芸嘉 何怡慧 第3名 推薦

班級

座號

10119分鏡裡的異世界 花蓮女中 黃思旻 無 第1名 推薦

30830報復性旅遊 花蓮女中 陳宜楨 無 第2名 推薦

10115酒精駭浪!! 花蓮女中 莊雯雅 何怡慧 第3名 推薦

30635和解 花蓮女中 周珮鈺 陳書敏 佳作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競賽代碼：G7　　　項目：漫畫類　　　組別：高中（職）普通科組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競賽代碼：F6　　　項目：版畫類　　　                                                   組

別：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設計類科）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班級

座號

21113影/癮 花蓮女中 林杉綺 陳書敏 第1名 推薦

31110暑假 花蓮女中 何梓萁 張書衡 第2名 推薦

21111路口 花蓮女中 蘇力靜 何怡慧 佳作

11111「麻」煩半輩子 花蓮女中 羅少澤 何怡慧 佳作

作品名稱 學校 作者 指導老師 獎項 全國賽

競賽代碼：G8　　　項目：漫畫類　　　                                             組別：

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設計類科）

111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縣賽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