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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成績公告 

—參加複賽名單 

107.11.3公告 

 複賽日期:107.12.15(六) 

 複賽地點: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注意事項: 詳見附件-第 20屆梅嶺獎複賽現場比賽注意事項 
 回覆(依內容說明)：得獎人員個人獎歷 

 複賽場地：複賽場地配置圖 

 第 20屆梅嶺獎件數成績統計表： 

組別 參加複賽件數 成績”入選”件數 計 

幼稚園組 20 11 31 

國小低年級組 20 52 72 

國小中年級組 20 36 56 

國小高年級組 20 29 49 

國中組 20 12 32 

高中組 20 12 32 

計 120 152 272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評審成績為主。 修訂事項將隨時公告，請注意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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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幼稚園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1007 游泳 張雷澔 高雄市 幼稚園 高雄市岡山區麥米倫幼兒園 江新容   

2 201008 騎滑板車 蔣乙平 高雄市 幼稚園 高雄市岡山區史丹佛幼兒園 江新容   

3 201010 溜直排輪 陳芊嘉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鄭麗妃   

4 201014 長頸鹿吃樹葉 陳喬渝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鄭麗妃   

5 201020 大魚缸 黃子恩 高雄市 幼稚園 高雄市岡山區幼一幼稚園 江新容   

6 201039 賞魚 侯宇玹 嘉義縣 幼稚園 藍天幼兒園     

7 201042 舞獅 陳彥翔 嘉義縣 幼稚園 藍天幼兒園     

8 201044 快樂時光 廖又霖 高雄市 幼稚園 加州幼兒園 余致潔   

9 201047 噴火龍 胡定奇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義竹鄉過路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惠如   

10 201054 飛鳥 劉雨璇 臺中市 幼稚園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附幼 卓志明   

11 201104 指尖的風采 董千筠 嘉義市 幼稚園 私立林肯幼稚園 陳香秀   

12 201106 好大的挖土機 劉詳雋 臺南市 幼稚園 台南市吉的堡幼兒園 黃月惠   

13 201107 載大象的貨車 劉宥德 臺南市 幼稚園 台南市天才幼兒園 黃月惠   

14 201111 阿公的西瓜園 王暄潁 高雄市 幼稚園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國小附設幼兒園 葉軒汝   

15 201118 旋轉木馬 李岢恩 嘉義縣 幼稚園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

兒園 
周子翔   

16 201121 划龍舟比賽 林辰恩 嘉義縣 幼稚園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

兒園 
周子翔   

17 201123 吃龍蝦大餐 邱琦恩 嘉義縣 幼稚園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

兒園 
周子翔   

18 201124 坐熱氣球真好玩 侯奐菉 嘉義縣 幼稚園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

兒園 
周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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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127 大家一起來玩遊樂器 劉恩羽 嘉義縣 幼稚園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

兒園 
周子翔   

20 201129 漂亮的蜀葵花海 吳宸馨 嘉義市 幼稚園 百合幼稚園 郭怡伶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低年級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2009 搶孤 黃婕瑜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史嵐菁   

2 202013 關帝聖君 陳柏諺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崑山國民小學     

3 202018 舞龍真有趣 李承樺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小 陳淑敏   

4 202029 採玉米 陳咨妤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小 江新容   

5 202030 斑馬 劉瀚景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小 江新容   

6 202036 賞花趣樂無窮 黃士瑜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蔡秀蘭   

7 202045 舞獅表演 蕭毫哲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民小學     

8 202047 放風箏 侯駿霖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國小 宋宜容   

9 202049 螞蟻的家 廖科崴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小 江新容   

10 202054 我不怕高 許傑森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太保市安東國民小學 崔倩筠   

11 202079 與黑琵有約 賴皇翰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水上國小 蔡勝宜   

12 202086 臺灣黑熊 蘇泓宇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民小學 謝麗香   

13 202103 美麗的熱氣球 黃篆文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六腳國民小學 孫愛盈   

14 202113 原來都是一家人 許睿含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大橋國小 黃月惠   

15 202120 豐收飛魚祭 侯怡珊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國小 郭馨鎂   

16 202186 洗澎澎趣 蔡昀潔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小 陳俊志   

17 202236 拉小提琴的男孩 詹雅婷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民小學 王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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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239 打籃球 江品樂 臺中市 國小低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19 202279 捕魚大豐收 周天後 雲林縣 國小低年級 興華國民小學 李凰琴   

20 202282 
在樹上休息的台灣藍

鵲 
王沛晴 嘉義市 國小低年級 林森國小 紀晴楀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小中年級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3001 安定人心的力量 詹眷澄 基隆市 國小中年級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     

2 203013 嘉有好柿 徐珮瑀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小 邱繹瑾   

3 203015 十二婆節 黃婉綺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南新國小 彭敷民   

4 203064 將軍哥倆好 沈芳誼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王秀芬   

5 203076 香藝之美 李屏瑄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僑平國小 蔡珮真   

6 203132 海洋汙染 游昀倢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豐村國小     

7 203134 騎單車 林芮萱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陳寶珠   

8 203137 廟裡拜拜 林芛廷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北屯區仁美國小     

9 203141 媽祖繞境保平安 柯宥任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崇文國小 蔡珮真   

10 203142 聖母出巡佑天下 黃芊瑀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民族國小 蔡珮真   

11 203161 賽豬公 林岱樂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 李德明   

12 203168 修車 鄒明恩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民族國小     

13 203173 藝陣傳承之美 林柏旺 雲林縣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南陽國小 蔡珮真   

14 203185 莊嚴的佛堂 徐鵬凱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博愛國民小學 蔡珮真   

15 203209 保佑平安 馮婕瑢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麻豆國民小學 陳婷純   

16 203212 舞獅 洪語然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口社國小 洪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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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3215 養雞趣 陳玄浩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東勢區東勢國小 徐俊雄   

18 203218 布袋戲 葉喆維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小 蘇韋豪   

19 203219 我最喜愛的旋轉木馬 凃詠心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興嘉國小 郭怡伶   

20 203245 參觀扇形車站 蕭子齊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大同國小 紀晴楀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小高年級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4002 辦桌 侯玟妡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周明志   

2 204007 賞鳥趣 蔡承燁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朴子市大同國小 陳美岑   

3 204012 媽祖出巡護平安 邱䒩榛 臺南市 國小高年級 臺南市學甲區東陽國民小學 羅雅麗   

4 204017 手作藍染 陳育嘉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南新國小 江宜霜   

5 204030 舞獅童玩 謝薰翊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前峰國小     

6 204032 搗麻糬 呂依潔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新北市立秀朗國小 倪嘉妤   

7 204042 海龜的悲歌 洪婉瑜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民小學 謝麗香   

8 204044 綠化美好家園 張宇樂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新莊國小 余致潔   

9 204053 補秧 王宜盈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民小學 謝麗香   

10 204064 原民刻舟 蔡喬羽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蔡福星   

11 204065 黃金“穗”月 蔡旻澔 雲林縣 國小高年級 雲林縣西螺文昌國小 曾鈺如   

12 204077 魚市場 朱胤睿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許芳熒   

13 204078 染布坊 陳韋亘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蔡宗飛   

14 204080 彈手風琴 劉泉豐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闕昭如   

15 204091 台灣傳統工藝之美 張舒雅 彰化縣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田尾國小 蘇郁雅   

16 204092 車站回憶 蔡致凡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太保國民小學     



6 

17 204127 鐘錶行 盧郁喬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盧婉萍   

18 204185 
最愛的平民小吃－臭

豆腐 
楊景任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雙溪國民小學 黃皓琳   

19 204203 
我的台灣行腳－淡水

之旅 
蘇紹齊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桂林國小 林群森   

20 204205 陣頭之美 蘇毓媃 臺南市 國小高年級 永康國民小學 王華慶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中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5007 問安 許采琳 雲林縣 國中 東南國中 陳美主   

2 205010 技藝之美 李韋辰 臺北市 國中 百齡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綺芸   

3 205021 美麗的廟宇 曾予涵 高雄市 國中 大灣國中 余致潔   

4 205028 阿嬤的好滋味 邱欣蓉 嘉義縣 國中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中 黃郁雯   

5 205032 舞武 沈亞蓁 臺南市 國中 台南市立南新國中 王建皓   

6 205036 牧●睦 吳俊宏 嘉義縣 國中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國中 黃郁雯   

7 205039 未來? 蔡宇宸 嘉義市 國中 嘉義市籣潭國民中學 蔡珮真   

8 205045 工藝之美 謝侑倫 嘉義市 國中 嘉義市立蘭潭國中 蔡珮菁   

9 205047 望 林采樺 嘉義市 國中 蘭潭國中 蔡珮真   

10 205049 父子情深 許宇博 雲林縣 國中 雲林縣私立東南中學 程美鳳   

11 205051 夜市街景 朱浚維 臺中市 國中 臺中市大雅區大華國中 許秀玟   

12 205061 恬適 黃佩文 臺南市 國中 台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蔡旻志   

13 205073 乍現 盛敏佳 臺南市 國中 台南市南新國民中學 蔡旻志   

14 205075 綻放生命「麗」 陳寀涵 臺南市 國中 台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中 王建皓   

15 205076 憶兒時 陳宇璇 嘉義市 國中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陳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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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5078 朝聖 林煒婷 雲林縣 國中 正心高級中學國中部 蔣玉俊   

17 205079 織光 楊峻宇 嘉義市 國中 蘭潭國中 紀晴楀   

18 205080 海邊寄居 吳虹臻 嘉義市 國中 蘭潭國中 紀晴楀   

19 205081 肉販 莊淳雅 嘉義市 國中 蘭潭國中 紀晴楀   

20 205091 原鄉沙龍 冷霏霏 高雄市 國中 五甲國中 張澤邦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中組]成績公告--複賽名單 

序號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學校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備註 

1 206001 雜中生情 王奕婷 臺南市 高中 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206011 融 林義鈞 嘉義市 高中 國立嘉義高中 董學武   

3 206015 街坊 李沛妤 臺中市 高中 台中第一高級中學 鄭炳煌   

4 206016 幸福的溫度 劉芝妤 臺中市 高中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鄭炳煌   

5 206020 專注 李昀哲 高雄市 高中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張恭誌   

6 206028 山城印象 廖敏如 新竹市 高中 新竹女中     

7 206031 鏽，蝕了時間 王琮淯 臺中市 高中 台中一中 鄭炳煌   

8 206049 繁 陳思冠 嘉義市 高中 嘉義市立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董學武   

9 206050 通樑古榕遊記 葉芝妤 嘉義市 高中 嘉義高中 董學武   

10 206063 阿伯的蚵仔煎 裘珆蓁 新北市 高中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蘇頤婷   

11 206066 深夜食堂 黃筱鈁 臺南市 高中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段榮榆   

12 206068 傳承 陳紅玉 新北市 高中 淡江中學 周中丞   

13 206073 稻憩 張詠濬 雲林縣 高中 斗六高中 紀晴楀   

14 206074 老記憶 陳昱汝 嘉義市 高中 宏仁女中 紀晴楀   

15 206075 神來夜 周致強 新北市 高中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附屬五專部 周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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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6111 憶 蘇韵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7 206115 菜市 姚綵情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8 206118 市場藝術 廖子晴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9 206121 靜物 謝秉宸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20 206133 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莊海雯 新北市 高中 復興商工 江健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