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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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
師姓名 

1.  入選 201003 獅子王 陳昶攸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大同國小 呂昭芳 

2.  入選 201034 旋轉壽司 許芝郡 嘉義縣 幼稚園 藍天幼兒園  

3.  入選 201038 養雞場 蔡博翔 嘉義縣 幼稚園 藍天幼兒園  

4.  入選 201040 中秋烤肉 陳靖瑀 嘉義縣 幼稚園 藍天幼兒園  

5.  入選 201045 一起來玩吧 洪睿新 高雄市 幼稚園 新莊國小附幼 余致潔 

6.  入選 201048 外星人入侵 謝承霖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義竹鄉過路國小附設

幼兒園 
楊惠如 

7.  入選 201061 熱鬧過新年 廖笠凱 臺南市 幼稚園 
台南市私立金蘋果雙語幼兒

園 
林瑋玲 

8.  入選 201099 稻草人 陳思涵 嘉義縣 幼稚園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盧庭慧 

9.  入選 201109 餵乳牛 馮婕瑄 臺南市 幼稚園 中營小學附設幼稚園 陳婷純 

10.  入選 201125 餵斑馬 汪庭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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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入選 201126 大怪手 蔡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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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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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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
師姓名 

1  入選 202003 養雞樂 黃兆玄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麥秀燕 

2  入選 202016 我愛長頸鹿 張家誠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小 陳淑敏 

3  入選 202019 阿公家的大公雞 李培愉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立佳里國民小學  

4  入選 202022 來去穿丁字褲 許瑞麟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邱琬珺 

5  入選 202023 原住民風情 黃寀庭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 池彩韻 

6  入選 202025 可愛的河馬 陳采甯 彰化縣 國小低年級 彰化縣湖南國小 蔡沛妤 

7  入選 202027 刷牙 黃傑綸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小 江新容 

8  入選 202028 溜直排輪 吳建霆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小 江新容 

9  入選 202035 中秋同歡 張佑加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國民小學 王靜怡 

10  入選 202037 長頸鹿樂園 邱靖恩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國小 蔡勝宜 

11  入選 202038 看廟會舞龍表演 林芊霈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趙欣玫 

12  入選 202041 爬鹽山 黃筑鈺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李璧如 

13  入選 202042 海底世界 李宥岑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林秋芬 

14  入選 202060 快樂豐年慶 程品甄 雲林縣 國小低年級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民小學 沈清如 

15  入選 202062 溜冰 鄭碩祐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東石鄉下楫國小 劉佩如 

16  入選 202066 盪鞦韆 莊媗霓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東石鄉下楫國小 駱嘉玲 

17  入選 202075 快樂的原住民 洪怡暄 高雄市 國小低年級 新莊國小 余致潔 

18  入選 202084 烏龍麵 陳俐安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大同國小 陳淑敏 

19  入選 202089 洗蚵 陳冠勛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國民小學 王靜怡 

20  入選 202090 坦克車 蔡瑀衡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國民小學 張友瓊 

21  入選 202096 奪標 張詠琇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大同國民小學 李璧如 

22  入選 202108 
好玩的城堡溜滑

梯 
黃心筠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六腳國民小學 孫愛盈 

23  入選 202109 採菜豆 吳盈淳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六腳鄉六腳國民小學 孫愛盈 

24  入選 202117 火車懷舊之旅 黃品緁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和順國小 黃月惠 

25  入選 202118 阿里山小火車 吳聿桀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海東國小 黃月惠 

26  入選 202119 快樂的黑面琵鷺 李羽瑄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水上鄉南靖國民小學 蔡勝宜 

27  入選 202122 去海邊玩 蔡承煒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民小學 蔡淑瑜 

28  入選 202126 手做幸福 林立珈 嘉義市 國小低年級 志航國小 蔡勝子 

29  入選 202133 跑步 余俊希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三興國小 顏永中 

30  入選 202140 我是動物超人 蔡帛霖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小 陳俊志 

31  入選 202141 
我與家人的草原

約會 
王堃翰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小 陳俊志 

32  入選 202146 大魚 游晴卉 臺中市 國小低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陳文雀 

33  入選 202171 
我和我的外星朋

友 
蔡富凱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民小學 吳立群 

34  入選 202176 二郎神 張祐晨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民小學 吳立群 

35  入選 202180 炸寒單爺 顏婕安 彰化縣 國小低年級 員林國小 林向瑩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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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
師姓名 

36  入選 202184 高跟鞋教堂 方鴻梅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民小學 吳立群 

37  入選 202191 我的特色花店 吳真緹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小 陳俊志 

38  入選 202198 七爺八爺 王俞翔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朴子國民小學 李宏敏 

39  入選 202200 布袋戲好好玩 鄭安淇 雲林縣 國小低年級 雲林縣莿桐鄉饒平國小 廖佳容 

40  入選 202206 
台灣是水果的天

堂 
曾宥程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海佃國小 謝秋玲 

41  入選 202211 奇幻世界 夏浚硯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麻豆國民小學 陳婷純 

42  入選 202215 
全家一起去海生

館玩 

張簡煒

翰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協進國小 謝秋玲 

43  入選 202224 西瓜大軍 周霓詩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翁淑娥 

44  入選 202225 
原住民的快樂舞

蹈 
張釗婕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翁淑娥 

45  入選 202230 廟會 林宥旻 臺南市 國小低年級 台南市三村國小 黃月惠 

46  入選 202232 珍愛我家 蕭采晴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民小學 王永裕 

47  入選 202233 採茶的樂趣 何宛蓁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民小學 王永裕 

48  入選 202243 
壯觀又莊嚴的大

佛 
林品妤 嘉義市 國小低年級 崇文國民小學 郭怡伶 

49  入選 202260 海洋環保 卓雨盺 嘉義市 國小低年級 崇文國小 郭怡伶 

50  入選 202263 
千載難逢的鯨魚

秀 
方柏凱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蒜頭國小 蔡旻家 

51  入選 202274 好甲ㄟ燒番麥 黃義祥 嘉義縣 國小低年級 嘉義縣雙溪國民小學 黃皓琳 

52  入選 202280 太陽館之旅 陳榆晴 嘉義市 國小低年級 嘉大附小 紀晴楀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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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
師姓名 

1.  入選 203004 舞獅 黃禹璇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市將軍區漚汪國

小 
郭柏榮 

2.  入選 203006 鄉村 陳芃樺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水上國民小學 林歆宜 

3.  入選 203009 曬柿子 陳薇羽 高雄市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

小 
許文惠 

4.  入選 203019 浮潛趣 邱子豪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臺南市學甲區東陽國

民小學 
陳柏榮 

5.  入選 203025 戶外雕塑展 陳廷瑋 高雄市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

小 
林妍岑 

6.  入選 203026 建築工地 黃傑昕 高雄市 國小中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

小 
林妍岑 

7.  入選 203043 雲霄飛車 林韋伶 彰化縣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和美國小 施佩君 

8.  入選 203046 森林魔法師 張睿宸 彰化縣 國小中年級 彰化縣和美國小 陳寶珠 

9.  入選 203048 達悟風情 鄭伃彤 新北市 國小中年級 秀朗國小 倪嘉妤 

10.  入選 203060 看畫展 吳昱慶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民小學 林媛玉 

11.  入選 203068 快樂的原住民 林睿婕 高雄市 國小中年級 新莊國小 余致潔 

12.  入選 203070 鄉居樂 洪秉瑄 高雄市 國小中年級 新莊國小 余致潔 

13.  入選 203081 中秋烤肉趣 周語芊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劉桂芳 

14.  入選 203083 廟會 蔡家軒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袋國

小 
蔡淑瑜 

15.  入選 203108 熱鬧的廟會 江宇翔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市和順國小 黃月惠 

16.  入選 203109 
十二婆節遊街

趣 
高子芸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崇文國小 蔡珮真 

17.  入選 203120 
跟阿嬤學包粽

子 
方羿涵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

民小學 
蔡淑瑜 

18.  入選 203127 踢足球 卓靖慈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大甲區文昌國

小 
劉怡君 

19.  入選 203131 滑板真有趣 孫慕傑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蔡芸菁 

20.  入選 203133 愛心志工 江宣蓉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

小 
張嘉芳 

21.  入選 203136 賞荷花 許采葳 臺中市 國小中年級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22.  入選 203140 漁港 王柏穎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市和順國小 黃月惠 

23.  入選 203144 到廟裡祈福 顏勻粟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

民小學 
黃雪霞 

24.  入選 203172 
熱鬧辦桌草根

情 
張沛甄 雲林縣 國小中年級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國

民小學 
廖佳容 

25.  入選 203180 求神祈福 黃鈺閔 嘉義縣 國小中年級 嘉義縣義竹國民小學   

26.  入選 203197 我和阿嬤的寶 葉譿儀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立興嘉國小 陳香秀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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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
師姓名 

貝盆栽 

27.  入選 203199 雉遊雉在 李家瑩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嘉義市崇文國小 陳香秀 

28.  入選 203205 
美麗的鹽田風

光 
魏于真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市五王國小 黃月惠 

29.  入選 203206 
度小月的好味

道 
魏翊茗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市大橋國小 黃月惠 

30.  入選 203217 八家將 張書瑞 彰化縣 國小中年級 青山國小 林向瑩 

31.  入選 203236 原住民孩童 洪靖雯 雲林縣 國小中年級 麥寮國民小學 李凰琴 

32.  入選 203239 老街之旅 唐釩碩 雲林縣 國小中年級 麥寮國民小學 李凰琴 

33.  入選 203242 賣刀店 黃怡昕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蘭潭國小 紀晴楀 

34.  入選 203243 歡樂音樂會 李品瑄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北園國小 紀晴楀 

35.  入選 203247 禮佛 李韋任 嘉義市 國小中年級 大同國小 紀晴楀 

36.  入選 203253 搭飛機 賴兆睿 臺南市 國小中年級 台南新民國小 姜毓玟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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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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1.  入選 204001 九龍堵 諸葛亮圻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太保市南新國小 陳美玉 

2.  入選 204003 植物園賞荷趣 范顥馨 臺北市 國小高年級 台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   

3.  入選 204005 傳統歌仔戲 蘇芯怡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南新國民小學 江宜霜 

4.  入選 204006 達悟族之美 胡薰心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大同國小 陳正偉 

5.  入選 204008 布袋戲 林妤倢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南新國民小學   

6.  入選 204010 
傳統戲曲~歌仔

戲 
陳柏全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大同國小 馮麗娟 

7.  入選 204011 城市初體驗 莊伯价 彰化縣 國小高年級 彰化縣文開國民小學 粘福揚 

8.  入選 204018 養蚵人生 陳怡沛 嘉義市 國小高年級 崇文國小 蔡佩真 

9.  入選 204020 東門王爺廟 林育詮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小 林妍岑 

10.  入選 204021 採竹筍 方怡瑾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小 林妍岑 

11.  入選 204022 彩繪燈籠 李季衡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小 林妍岑 

12.  入選 204026 台灣燈會 葉庭綺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南新國小 許靖蕙 

13.  入選 204052 懷念的滋味 涂喨鈜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國民

小學 
蔡明蒔 

14.  入選 204076 歌仔戲 賴亞歆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陳昱佑 

15.  入選 204079 動物醫院 卓靖瑄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大甲區文昌國小 吳依倫 

16.  入選 204082 老師傅 許芯綾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吳孟玲 

17.  入選 204084 貓 陳貞臻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謝明君 

18.  入選 204085 有趣的釣蝦場 蕭棋寶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民

小學 
蔡淑瑜 

19.  入選 204087 逛魚市場 張郁忻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民

小學 
蔡淑瑜 

20.  入選 204089 烤香腸 蔡宜津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民

小學 
蔡淑瑜 

21.  入選 204094 刺繡坊 丘羚余 臺中市 國小高年級 台中市后里區內埔國小 洪萱芸 

22.  入選 204103 織布 黃宥楱 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小 林群森 

23.  入選 204108 養鵝的一天 蘇育漢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布袋鎮新塭國民

小學 
蔡淑瑜 

24.  入選 204141 門神 楊宇振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 周子翔 

25.  入選 204147 藍染店 劉妍均 臺南市 國小高年級 台南市寶仁小學 黃月惠 

26.  入選 204149 原住民日常 翁苡茗 臺南市 國小高年級 台南市大橋國小 黃月惠 

27.  入選 204186 探訪台灣藍鵲 吳家毅 雲林縣 國小高年級 麥寮國民小學 李凰琴 

28.  入選 204199 特等神豬 蘇唯中 嘉義縣 國小高年級 大同國小 紀晴楀 

29.  入選 204201 磨刀鋪 李子晴 嘉義市 國小高年級 博愛國小 紀晴楀 

 

  



註；如有繕打錯誤，以實際成績為準， 

7 

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中組]成績公告--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1.  入選 205001 思想起 黃婕菱 雲林縣 國中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 程美鳳 

2.  入選 205017 生命純淨之最 曾毅涵 雲林縣 國中 雲林縣東南國中 陳美主 

3.  入選 205019 民俗表演 陳雅喬 高雄市 國中 福山國中 余致潔 

4.  入選 205023 養村印象 郭昭妤 新北市 國中 尖山國中   

5.  入選 205038 汙染的未來 饒允喆 臺中市 國中 台中市豐原區豐陽國中   

6.  入選 205052 旨味晨光 陳品晴 嘉義縣 國中 嘉義縣立朴子國中 陳香秀 

7.  入選 205054 擔起一座田 梁宥彤 嘉義縣 國中 嘉義縣立朴子國中 陳香秀 

8.  入選 205056 原住民婚禮 謝佳穎 臺南市 國中 台南市安南國中 黃月惠 

9.  入選 205066 神將 曾䋭勝 嘉義縣 國中 嘉義縣民雄鄉協同中學 蘇源有 

10.  入選 205082 老技藝 林子璿 嘉義縣 國中 蘭潭國中 紀晴楀 

11.  入選 205083 漁躍王功 魏晟軒 彰化縣 國中 彰化縣員林市明倫國中 陳秀哖 

12.  入選 205093 登高戲獅甲 魏子喬 高雄市 國中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中 張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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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 20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中組]成績公告--入選獎名單 

序
號 

成績 編號 作品主題 姓名 縣市 
參賽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備
註 

1.  入選 206010 出巡 李丹紜 嘉義市 高中 嘉義市私立天主教輔仁中學    

2.  入選 206017 靜 莊鈞翔 新北市 高中 復興商工 江健昌  

3.  入選 206019 嗷嗷待哺 羅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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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入選 206022 冀望 李心妤 新北市 高中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江建昌  

5.  入選 206023 歲月時光 黃韋蓁 臺中市 高中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

學校 － 美術班 
鄭炳煌  

6.  入選 206034 柑仔店 張易誠 新北市 高中 復興商工 江健昌  

7.  入選 206041 市場 鄭易穎 雲林縣 高中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林子賀  

8.  入選 206069 待航 黃鐘名 嘉義市 高中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李淑娟  

9.  入選 206077 
阿公與他的朋

友們 
吳淑芬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0. 入選 206101 市井小民 蔡昀珊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1. 入選 206104 熊貓 李宣萱 臺南市 高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陳香伶  

12. 入選 //*/ 總鋪師 周鑫辰 高雄市 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鳳新高中 張澤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