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第 24 屆大墩美展複審得獎名單 
  

本屆美展於 108年 6月 18日（星期二）進行複審評選，評審結果，共選

出 191件得獎作品。各類得獎名單如下： 

 

01 墨彩類得獎名單（共 23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1-111 陳廷彰 改火-雨   

第二名 01-018 盧正忠 和平 愛 幸福   

第三名 01-059 陳從珍 霧索蒼竹   

優選 01-074 羅上宇 莎樂美   

優選 01-096 龍萬和 碩果如山 中國大陸 

優選 01-107 黃靖淳 好好   

優選 01-128 鄒松鶴 白毫光   

入選 01-009 黃淑蘩 盤龍峽谷   

入選 01-012 曹藝鐙 塑化劑‧不能說的祕密   

入選 01-021 葉千豪 臺灣石虎的生存危機   

入選 01-024 張美玲 現代公主   

入選 01-036 周素瑛 城市意象   

入選 01-037 陳肇珮 人物訪談計劃-有志願服務榮譽卡的楊   



入選 01-048 徐若鈞 守護者   

入選 01-071 呂如笙 得失之間   

入選 01-079 許秀蘭 寒山秋色   

入選 01-081 郭天中 詠鵝   

入選 01-085 許文德 殘竹清韻   

入選 01-091 蘇冰慧 璞   

入選 01-092 康興隆 生命的淬鍊   

入選 01-103 陳柏志 高粱成熟時   

入選 01-123 操昌紘 逝流年   

入選 01-129 劉芸柔 轉機-水盡   

 

02 書法類得獎名單（共 16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2-094 施承佑 趙松雪詩   

第二名 02-096 張倍源 徐渭〈書論〉七則   

第三名 02-059 施博獻 醉後贈張旭   

優選 02-002 葉修宏 寒山詩〈自樂平生道〉   

優選 02-046 鄧君浩 節錄劉有定注〈衍極〉一則   

優選 02-078 盧彩霞 岑參〈登總持閣〉詩   



入選 02-001 楊淑婉 金剛經   

入選 02-009 鄭振聰 
李白〈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

諸學士〉 
  

入選 02-031 劉秀琴 孟浩然詩五首   

入選 02-034 蕭彣睿 齊己〈早梅〉   

入選 02-038 曾華翊 劉翰〈立秋〉   

入選 02-041 洪志雄 柯九思〈題文與可畫竹〉詩   

入選 02-048 李柏翰 嵇康詩〈贈兄秀才入軍〉   

入選 02-058 紀冠地 王摩詰詩一首   

入選 02-090 劉心 衝夜行/ 宿南一上人山房   

入選 02-098 朱訓展 陸游詩二首 中國大陸 

 

03 篆刻類得獎名單（共 9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3-016 古員齊 樂在其中   

第二名 03-017 邱尉庭 偶然欲刻   

第三名 03-002 劉俊男 三更篆刻   

優選 03-005 李健 李健朱迹 中國大陸 

優選 03-022 羅應良 詩經嘉句選九   

入選 03-008 林儒 常樂我淨   



入選 03-013 劉建伯 佛陀‧智慧之光  

入選 03-014 李金財 谷泉印迹   

入選 03-015 陳佳呈 神遊   

 

04 膠彩類得獎名單（共 9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4-017 陳麒文 酸楚 
 

第二名 04-012 郭雅倢 九天 
 

第三名 04-042 陳霈芸 未了 
 

優選 04-022 簡維宏 指尖上的世界 
 

優選 04-043 鍾佳夙 裡與外 
 

入選 04-014 張巧妤 群體效應 
 

入選 04-023 黃世昌 韜光 
 

入選 04-031 林春宏 樂園(二) 
 

入選 04-032 白田 誉主也 Birth 日本 

 

05 油畫類得獎名單（共 34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5-017 陳柏凱 
妳在哪-什麼事物能夠大於

妳？ 
  



第二名 05-126 楊馥寧 小麥田   

第三名 05-182 余秀蓉 進行式   

優選 05-062 劉韋岑 寂靜-冰山   

優選 05-091  陳良圖 角落裡的紅   

優選 05-095 陳瑋勛 草原上的午後時光   

優選 05-101 陳弘修 謐林   

優選 05-181 陳泰華 藍鯨夢   

入選 05-030 江萬傑 少女的回憶   

入選 05-065 陳傑強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

有還無 
  

入選 05-069 梁智翔 21 歲的自己   

入選 05-071 劉子卉 日常‧非日常   

入選 05-072 雷凱勛 灰色地帶之二-鉑金終局   

入選 05-074 陳琮皓 新 藍領   

入選 05-094 潘嘉泠 記憶儲存槽   

入選 05-098 黃玉雲 錦鯉戲荷影   

入選 05-100 瞿瑞華 靜謐小鎮   

入選 05-107 林冠廷 煙奄一息   

入選 05-110 陳柏志 午後   



入選 05-111 王火本 迷路‧謎鹿   

入選 05-120 吳貞霖 歇，在未命名的起點(二)   

入選 05-125 陳怡伶 那些你該記得的事   

入選 05-141 張貞貴 等待   

入選 05-150 Yulianus Yaps September 20 印尼 

入選 05-169 陳玉鳳 時光漫遊   

入選 05-174 薄凌霄 不去會死 中國大陸 

入選 05-179 史唯婕 窗外好風光   

入選 05-183 謝明機 存在；   

入選 05-185 董幸倫 藍色的日子   

入選 05-200 王建庭 霧裡看花   

入選 05-202 陳珊珊 等待 澳門 

入選 05-215 黃水順 愛情空間   

入選 05-223 劉柏毅 禁錮   

入選 05-224 李蘭琴 維納斯印記   

 

06 水彩類得獎名單（共 21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6-122 劉佳琪 迴光   



第二名 06-106 
Munkhjargal 

Jargalsaikhan 

The Night, When the Moon Dreamt 

of the Earth 
蒙古 

第三名 06-015 張宏彬 返影過往   

優選 06-048 林裕清 昨日明日   

入選 06-001 鍾親沛 陣頭迎過來   

入選 06-005 許秀蘭 天光濤影   

入選 06-023 廖學聰 輪椅之歌   

入選 06-026 溫雅怡 一步一腳印   

入選 06-037 林忠良 流金歲月話豐收(二) 
 

入選 06-044 操昌紘 曙   

入選 06-046 龔維國 展翼天鵝   

入選 06-054 張琹中 翻修的期待   

入選 06-056 申學彥 鳶尾花   

入選 06-063 陳稟元 黑色浪漫─罪人   

入選 06-076 王曉萱 獨白   

入選 06-079 謝繡妃 生活‧生存   

入選 06-091 王少夫 等待時分   

入選 06-095 蔡佳茹 繁忙過後   

入選 06-102 邱巧妮 逝   



入選 06-108 呂宜蓁 蟹籠滿載   

入選 06-116 黃採雲 啟動   

 

07 版畫類得獎名單（共 9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7-029 黃瓊儀 我們漂浮在夢境中遊戲著   

第二名 07-002 饒祗豪 平民點心 馬來西亞 

第三名 07-024 賴又如 我獨自探險在鯨魚肚裡   

優選 07-018 徐子傑 海妖賽蓮   

優選 07-020 
Jon Renzella 

雷強 
Humanity 美國 

入選 07-001 蘇智偉 祈福   

入選 07-003 陳品潔 磺火捕魚   

入選 07-012 王毓麒 玄夜-迴   

入選 07-035 Uyanga Zorigt Mothers, Who Delight in Gods 蒙古 

 

08 攝影類得獎名單（共 40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8-292 林河癸 光怪陸離   

第二名 08-286 高瑞聲 人生行路   



第三名 08-131 王淑禎 生存與共存   

優選 08-042 王世光 瀑   

優選 08-144 余奕萱 女人 50   

優選 08-148 李順茂 獨境   

優選 08-161 劉子卉 E 觀看   

優選 08-173 許庭瑋 另類服務   

入選 08-038 張延州 錯誤的邂逅   

入選 08-044 蔡宛珍 加爾各答   

入選 08-045 張雅綺 黑手的小確幸   

入選 08-046 傅姀姮 生命的脈動   

入選 08-061 張毅生 阿嬤的理髮店   

入選 08-079 許博鈞 勞力的刻度   

入選 08-081 謝榮輝 默默耕耘者   

入選 08-086 林侑用 讀   

入選 08-094 謝坤軒 走在陽光裡   

入選 08-099 江守權 千錘百鍊   

入選 08-107  邱馥蔓 綁菸草   

入選 08-109 李忠義 竹材簸箕製作   



入選 08-126 陳循謀 流金歲月   

入選 08-141 侯良和 辛苦的討海人   

入選 08-143 曾月雲 不出海的日子   

入選 08-145 王學玉 時間堆砌的痕跡   

入選 08-146 林秋君 平凡中的不平凡   

入選 08-158 賴輝彬 人神之間   

入選 08-176 徐志旺 佛心   

入選 08-194 戴列宏 哈尼堆故事   

入選 08-200 陳玉統 臺灣生命力   

入選 08-202 王其榕 城市拼圖 2.0   

入選 08-205 陳正芳 戲說   

入選 08-226 何曉琪 拾光   

入選 08-235 沈克昌 悠游天地間   

入選 08-237 施美姿 佼佼者   

入選 08-241 戴震東 城市雨調-2   

入選 08-257 魏思宇 渡   

入選 08-391 李政道 往事不知多少夢   

入選 08-394 王淳盈 被遺忘的信仰   



入選 08-395 陳玥羽 城市物像   

入選 08-404 黃瓊慧 日曬香環   

 

09 雕塑類得獎名單（共 11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09-031 邵琮傑 抑制  

第二名 09-065 黃錦堂 有機體 Ⅱ  

第三名 09-009 黃當喜 春之悠遊  

優選 09-030 鐘世華 卸  

優選 09-069 王寶慶 沉重的行囊-北極熊  

入選 09-019 陶禹衡 精神寄生 中國大陸 

入選 09-026 郭漢青 傳承  

入選 09-035 Otgonbayar Good Night 蒙古 

入選 09-037 宋相邦 什麼都沒改變  

入選 09-063 孔德加 蛹抱  

入選 09-067 賴彥勳 結果結果  

 

10 工藝類得獎名單（共 12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二名 10-023 梁晊瑋 重巒疊巘   

第三名 10-058 曾翊捷 漩渦   



優選 10-034 陳泓光 島嶼印記   

優選 10-068 王莉莉 藏-Ⅰ.Ⅱ.Ⅲ   

優選 10-075 林慶宗 入夢   

入選 10-001 簡文發 龍門爭躍(魚躍龍門)   

入選 10-029 林建正 冰裂聚寶盆   

入選 10-063 陳水林 牡丹姿情韻茶香   

入選 10-065 
Chogdgavaa 

Altanchimeg 
Roots 蒙古 

入選 10-073 陳瑞鳳 夜盡天明   

入選 10-090 邱文虎 情誼   

入選 10-091 鄭政宗 定   

 

11 數位藝術類得獎名單（共 7 件作品得獎） 

 

成績 編號 姓名 題目 備註 

第一名 11-027 白佳穎 綿Tie  

第二名 11-010 呂坤彧 行動墳場  

第三名 11-029 韓雁婷 浮花 香港 

優選 11-035 葉皓宇 堀仔頭小森林  

優選 11-036 張志達 「給我一朵雲，因為我是飛鳥。」  

入選 11-022 謝東芸 碧彩星河  



入選 11-039 彭寶全 禁錮的身軀-自由的靈魂  

 

恭喜以上得獎者，並感謝所有參與本屆美展競賽的藝術創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