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區賽  永平高中獲獎名單 

高中職美術科組 

 

第1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唐Ｏ萱 當病毒蔓延時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賀楚僑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陳Ｏ蓁 食物垃圾循環工廠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賀楚僑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翁Ｏ鈞 烈火下之生存遊戲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何竹君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趙Ｏ樺 裨「補」闕漏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無 

第3名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張Ｏ涓 萊克多巴胺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無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陳Ｏ芹 無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賀楚僑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李Ｏ 最後一關快破了!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賀楚僑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鄭Ｏ妤 補休成癮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無 

佳作 漫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謝Ｏ馨 奪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0 賀楚僑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陳Ｏ丞 不留餘地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無 

 

 

 

第1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陸Ｏ宇 歲月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0 無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吳Ｏ安 大象與小象的相遇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無 

第2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吳Ｏ彤 今昔對比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蔡沛容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王Ｏ綸 致‧韶光荏苒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賀楚僑 

第3名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謝Ｏ莊 乘繁而起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賀楚僑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翁Ｏ鈞 戰疫輪迴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何竹君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陳Ｏ福 我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蔡沛容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趙Ｏ絜 安眠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賀楚僑 

佳作 西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翁Ｏ妤 樹蔭下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賀楚僑 



第1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林Ｏ欣 210字的6公分大作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0 無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何Ｏ晨 黃州寒食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第2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蔡Ｏ玲 將進酒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葉清浚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張Ｏ宸 水調歌頭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葉清浚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黃Ｏ儀 愛蓮說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張品慈 

第3名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白Ｏ柔 岳陽樓記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張品慈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謝Ｏ庭 集唐詩三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蘇Ｏ沂 唐詩三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張品慈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吳Ｏ嫻 陶淵明歸田詩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唐Ｏ萱 唐朝無名禪詩三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葉清浚 

 

第1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吳Ｏ嫻 陽台貓戲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蔡Ｏ玲 祕密森林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葉清浚 

第2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何Ｏ蓉 仲夏夢迴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張品慈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梁Ｏ函 雞雀啄趣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張品慈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李Ｏ妮 荷塘鴨戲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第3名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林Ｏ欣 爆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0 無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黃Ｏ儀 憶古今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張品慈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趙Ｏ絜 小仕女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310 張品慈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林Ｏ凡 閨蜜情真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葉清浚 

佳作 水墨畫類 高中職美術科組 余Ｏ穎 禁錮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10 張品慈 

 

 

 

 

 

 

 

 



高中職普通科組 

第2名 漫畫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陳Ｏ蓁 新冠病毒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6 無 

第2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廖Ｏ臻 網路霸凌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6 無 

第3名 平面設計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張Ｏ年 AI=AI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1 無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劉Ｏ毅 晁元禮 綠頭鴨 詠月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4 無 

佳作 書法類 高中職普通科組 游Ｏ惠 唐詩四首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206 無 

 

國中普通班組 

佳作 書法類 國中普通班組 吳Ｏ丞 節錄佛光菜根譚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902 無 

佳作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康Ｏ馨 攤販人生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806 無 

佳作 漫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 康Ｏ馨 微笑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806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