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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全國中小學美術教育家聯展」遴審通過教師名單 

                                   ◎依照教師年齡排序 

編號 姓名 任教學校 類別 作品名稱 

001 連海生 基隆市中山區中和國民小學 墨彩 鄉居風景 

002 吳玉珠 臺北市私立中山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初春 

003 萬志炫 臺中市立大華國民中學 水彩 海伊生活我最愛 

004 劉達治 臺北市立東湖國民中學 油畫 繽紛映艷望古城 

 

005 甘錦城    國立中壢高級中學 膠彩 花落蓮成 

006 林銘程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船泊 

007 林文熙  臺北市私立泰北高級中學 水彩 晨光送暖 

                        

008 王鎮西     新北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 水墨 荷塘嬉鴨 

009 吳福文    臺中市私立衛道高級中學 彩墨 地球暖化系列‧變調 

       

010 李照富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鳳凰花開 

               

011 姚淑芬    南投縣立南投國民中學 膠彩 靜謐的明潭 

                     

012 林婉芬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 墨彩 看山聽濤遠俗塵 

                       

013 蔡淑英           國立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 

膠彩 意象‧印象 

      

014 鄭勝揚       高雄市大樹區龍目國民小學 油畫 平溪清晨 

                             

015 陳慧珠     新北市立樹林高級中學 墨彩 蕉蔭雀戲 

                 

016 蕭木川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油畫 和平島遠眺 

017 黃素貞      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 油畫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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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黃秋華          臺北市文山區力行國民小學 水彩 淡水夕照 

                 

019 張春櫻          新北市新莊區豐年國民小學 彩墨 盼 

       

020 曾永鴻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 陶藝 和諧 1010 

       

021 林坤振 新北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學 水彩 生機─午後斜陽 

022 鄭秋梅       新竹市立三民國民中學 墨彩 紅色風暴 

          

023 吳鴻年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南雅奇石 

024 張丁一      國立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水彩 嚮往 

025 陳聖政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油畫 紫南霞輝 

           

026 林聰明    臺北市中山區吉林國民小學 油畫 和睦自在 

         

027 郭郁文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墨彩 看破‧放下‧自在~ 

                   

028 蔣玉庭 新北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水彩 老街閒談 

                           

029 黃淑卿      臺北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 彩墨 標本 

         

030 陳維安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 墨彩 生機 

031 蔡婉馨 新北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水墨 花舞 

             

032 吳明哲 南投縣埔里鎮南光國民小學 書法 盧倫晩次鄂州詩 

033 蔡榮澤         屏東縣潮州鎮潮州國民小學 墨彩 微風往事 

                        

034 吳遠山    臺北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彩墨 空屋─人到哪去了？ 

035 楊盛錩      基隆市中正區中正國民小學 油畫 印象八斗 

036 潘慧玲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 墨彩 幻化 

             

037 謝玲玲 臺北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油畫 山徑行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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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張惠珍      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

校 

雕塑 想飛 

            

039 簡志達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雕塑 造型進行曲 

040 江健昌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關西美里庄 

041 李綉櫻 新竹市立三民國民中學 其他媒材─

壓克力 

新竹火車站即景 

042 李礽夏    新北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墨彩 

 

民俗映象-四海昇平(二) 

             

043 黃惠謙       新北市立樹林高級中學(國中

部) 

油畫 綠光中的頌讚 

                       

044 周美燕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荷 

045 楊火順 臺北市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 書法 李涉題開盛寺 

046 林麗琴 高雄市立岡山區前峰國民中學

 

水墨 劫後餘生 

                                

047 宋貴晶  臺中縣私立弘文高級中學 版畫 祥兔賀百年 

                                 

048 林綺暄     臺北市立東湖國民中學 油畫 她，一直都在那兒 

                    

049 徐坤德   新北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水墨 北海岸 

            

050 蔡斐鈞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河岸人家 

051 羅淑芬 

   

桃園縣中壢市林森國民小學 水彩 垂榕聽蟬 

                                                    

052 連明仁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室內風景 

               

053 徐秀娟 

    

苗栗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學 油畫 睡美人 

                

054 陳春上 

 

國立斗六高級中學 水彩 登高 

055 林宏信 

     

新北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墨彩 富貴 2010─01 

056 林俐萍 

    

臺北市立東湖國民中學 水彩 登合歡北峰 

                                           

057 黃保荐 

       

國立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

學 

水墨 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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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洪志嘉     雲林縣古坑鄉華山國民小學 水彩 土角厝 

059 王偉名 臺中市私立華盛頓高級中學 墨彩 嵐煙醉今晨 

060 潘榮慧     臺北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 油畫 觀音夕照 

061 劉春琳     花蓮縣玉里鎮源城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璞石畫 

相依 

062 陳家璋 屏東縣立新園國民中學 雕塑 之間 

        

063 鍾文淵      臺北市士林區天母國民小學 油畫 平淡‧生活 

          

064 孔美惠        屏東縣東港鎮東隆國民小學 油畫 芬芳潔白的百合花語 

                                  

065 蕭明輝      彰化縣二水鄉復興國民小學 水墨 陶壺傳說 

               

066 唐繼成 臺北縣私立榖保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水彩 清泉石上流 

067 郭秀容   臺北市立和平高級中學(國中

部) 

膠彩 日出之鳥 

 

068 陳香君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 彩墨 閑跚 

069 張宏彬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複合媒材 過往雲煙 

             

070 許麗蓉    臺北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油畫 夢繫 

071 洪秀敏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粉彩 水光山色哈瑪星 

072 許郁芳    國立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油畫 泊                  

073 陳忠建     新北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書法 行書曹操短歌行 

     

074 王庭捷     國立豐原高級中學 

 

書法 歐陽修蝶戀花 

075 王惠雪      臺北市士林區文昌國民小學 油畫 曠野 

076 黃啟順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源系列─(   III) 

077 王民杰     新北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 書法 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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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林正凰     嘉義市私立東吳高級工業家事

職業學校 

設計 蛻變 

        

079 詹哲雄            臺北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書法 草書蔣捷虞美人 

080 蔡文汀 高雄市私立中華高級藝術職業

學校 

墨彩 凝境狀態的一種失義化

書寫 

 

081 林玟慧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林蔭深處 

 

082 潘勁瑞    宜蘭縣立東光國民中學 版畫 百年好合 

                                    

083 曾繁琦 宜蘭縣壯圍鄉公館國民小學 彩墨 老王賣瓜 

084 黃太平     苗栗縣銅鑼鄉興隆國民小學 書法 張大千題雙雀圖 

 

085 沈政賢     新北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 墨彩 河灘雙雁 

                           

086 李南逸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綻放 

                

087 王瀚賢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

校 

水彩 歇息 

        

088 蔡綉雯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那天下午天氣晴 

                        

089 朱秀梅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油畫 歌聲繚繞 

                

090 劉旭原     新北市立土城國民中學 油畫 靜默地凝視 

                       

091  邱進雄        國立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水彩 家園 

     

092  歐紹合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油畫 荷韻 

            

093  白景文    桃園縣桃園市同德國民小學 油畫 中心 / 邊陲 

    

094  杜慧如   臺北市立木柵國民中學 複合媒材 只有我熟悉的熟悉 

                        

095  張峻輝      桃園縣蘆竹鄉大竹國民小學 油畫 孤寂城市 

            

096  李坦營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水彩 自畫像 

     

097  林英斌    新北市立瑞芳國民中學 水彩 古稀電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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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何秉慧   臺北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油畫 未完成 

           

099  陳九民 臺北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水彩 湖光秋色 

100  陳富菊      高雄市鳳山區中崙國民小學 油畫 鳥語花香 

101  賴一豐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更迭 

 

102  林玉仙 新北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油畫 夢鄉 

103  郭兆洲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國民小學 雕塑 守護 

104  袁啟陶      桃園縣八德市茄苳國民小學 書法 唐 韓翃 寒食詩一首 

     

105  魏靜芬     新北市蘆洲區蘆洲國民小學 油畫 溼地愛戀 

                  

106  梁曉芬    臺北市立內湖國民中學 水彩 美好時光 

           

107  吳尚武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相伴 

108  王怡婷     臺北市立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攝影 那鞋 

                  

109  簡俊成       臺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 雕塑 相關 § 

       

110  吳建翰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立體類 (陶

藝) 

ㄨ.ㄐ.ㄏ. 

 

111  楊萬如     彰化縣立大同國民中學 版畫(凸板+

手繪) 

永續 

112  林素霞     臺北市立百齡高級中學 設計 無遠弗屆 

                                         

113  林志金    私立復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水彩 鹿港小徑 

 

114  陳文智     宜蘭縣立東光國民中學 木刻版畫 有餘年年 

                       

115  李福雄          新北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恍惚 

116  黃兆伸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複合媒材 小狗和球 

             

117  殷乃仁    臺北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書法 陸游夜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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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邱文仕 新北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膠彩 黑色蝴蝶 

                

119  徐文青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油畫 雛菊 

              

120  洪怡妮         新竹市香山區虎林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悲劇與數據 

                       

121  林昕曄    臺北市立古亭國民中學 水彩 陽光下的漫步 

                             

122  吳曉純   桃園縣立楊光國民中小學 水彩 蘊 

123  張建偉      臺北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水墨 竹林聞雞圖 

                          

124  石美玲     臺中市私立立人高級中學 膠彩 小草 

      

125  張佑傳             臺北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視覺設計 驟墨縱橫 

                         

126  楊志鴻     桃園縣立富岡國民中學 雕塑、複合

媒材 

組織 v 1.10.6、組織 v2.10.3

        

127  葉千豪     桃園縣平鎮市義興國民小學 墨彩 等待 

     

128  尤振宇   苗栗縣苑裡鎮客庄國民小學 書法 溥心畬─贈廣欽上人 

   

129  劉晏吟    彰化縣田中鎮東和國民小學 油畫 黃昏 

 

130  顏靖珊    桃園縣六和高級中學 水彩 生  Ⅱ 

        

131  古念代   新北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膠彩 剪燭 

                

132  許育慧        臺北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油性粉彩

(粉蠟) 

夏日蓮池 

                      

133  黃相如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 油畫 牽手 

       

134  蔡文婷     高雄市立正興國民中學 版畫 一斛珠 

      

135  謝欣茹      南投縣立旭光高級中學 膠彩 延續 

               

136  張琴雯      雲林縣西螺鎮中山國民小學 墨彩 何所思 

                      

137  陳怡蒨           臺東縣臺東市復興國民小學 其他媒材─

植物染線 

遙想‧神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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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張美翎       新北市林口區瑞平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平靜的假象 

                           

139  李伊珊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雕

塑 

管他，蝴蝶來不來 

                             

140  陳璽元     臺北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雕塑(陶藝) 白日夢 

          

141  吳歆雅   新竹市北區南寮國民小學 複合媒材 我想看清楚 

142  蘇綉絜    高雄市私立中華高級藝術職業

學校 

設計 金高雄 精彩高雄導覽寶

盒                                  

143  楊欣融     基隆市安樂區建德國民小學 其他媒材─

金屬 

人擇 

                

144  涂裕佳        國立北門高級中學 油畫 紀念 

       

145  黄愛淳           臺北市立古亭國民中學 平面設計─

文字設計 

2010 年代的洛可可時尚

髮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