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第 9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東區初賽 

視覺藝術類評審 
 

平面繪畫－兒童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王麗琳 我想要跟同學在學校操場玩 

特優 古雅婷 我想畫漫畫 

特優 洪葦姍 我想住在米奇妙妙屋 

特優 黃佑恩 我想成為一位賽車手 

特優 蔣雅萍 我想當一隻漂亮的孔雀 

特優 韓熙 我想和全家人一起坐熱氣球翱翔 

優等 方宥翔 我想聽音樂 

優等 王怡婷 我想要唱歌 

優等 王湘婷 我想唱歌 

優等 朱天正 我想要唱歌 

優等 施睿豪 我想唱歌 

優等 黃詠璟 我想坐飛機 

優等 蕭毓哲 我想潛水！ 

優等 鍾念祖 我想看到 HERO和元首木仆的對決！ 

優等 顏琦翔 我想吃烤魚！ 

佳作 王千慈 我想變成一隻小鳥 

佳作 王晨宇 我想住在海邊 

佳作 古俊皓 我要成為史努比站長 

佳作 江佩玟 我想看一位穿黑衣服的女生 

佳作 余苔森 我想當阿兵哥 

佳作 林堉傑 我想 

佳作 莊崧易 我想當發光魚魚 

佳作 莊嘉豪 我想坐火車環島 

佳作 郭怡吟 我想住在森林裡 

佳作 陳正烜 我想當帥氣的傘兵 

佳作 陳安杰 我想看神奇寶貝 

佳作 陳承恩 小花貓 

佳作 陳鈞豪 我想要唱歌 

入選 吳和叡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 

入選 吳昊峻 我的繽紛世界 

入選 李昊 我想跟朋友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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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類評審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入選 陳奕宏 我想和阿嬤一起唱歌 

入選 陳聖凱 我想吃烤魚 

入選 黃桂進 我想成為發光魚到世界旅行 

入選 黃桂新 我想和同學去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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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類評審 
 

平面繪畫－青少年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吳佳臻 繽紛之樹 

特優 高振華 我的夢想，我的方向 

特優 張欣怡 我要成為名偵探柯南 

特優 張祈安 我想「線」身說法—禪繞畫 

特優 陸昊青 我是排灣族 

優等 王蔡尚宏 我想走進歷史--日軍大戰 

優等 林柏安 我想成為 F1賽車手 

優等 邱俊智 我要成為老虎 

優等 施文瑄 森林裡的神獸 

優等 陳揚 我想要當一隻自由自在的魚 

優等 潘亭臻 我想去採草莓 

佳作 王薪梅 我想念我的好朋友 

佳作 吳銘毅 我想成為灌籃高手 

佳作 林鈺超 我想要獎盃 

佳作 陳彥明 手指穿新衣 

佳作 劉雅琳 我想當一位明星 

佳作 潘佳怡 我想看一本立體故事書 

入選 王翊丞 我想要搭船去看海 

入選 邱嘉嘉 我想帶您一起去旅行 

入選 金文義 我想和全家人在一起 

入選 陳家偉 我想去露營 

入選 黃彥鈞 我想當一位警察 

入選 黎光宗 我想當電競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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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繪畫－成人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何宜達 心中巨人 

特優 林素湮 穿著服裝的魚 

特優 林雅婷 五彩繽紛太陽月亮 

特優 邱怡穎 神力女超人 

特優 鄭偉聖 魚中世界 

優等 李明憲 在藍天上的月亮與太陽 

優等 林勝宏 魚群之友 

優等 林慶文 太陽與月亮 

優等 陳玉萍 悠遊大海的魚 

優等 黃柏翰 點點樹 

佳作 呂明峯 手掌中的畫 

佳作 李欣樺 牽起彼此的手 

佳作 林士超 三條不同特色魚 

佳作 林怡婷 富士山 

佳作 劉暐辰 大樹 

入選 馬光榮 手中汽車 

入選 張世緯 五指山 

入選 陳采唐 我的夢想 

入選 蔡尚峻 彩色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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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造型-兒童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王東生 我想當消防車司機 

特優 古俊皓 我要成為上班族貓咪 

特優 余苔森 我是一隻小鳥 

特優 李玟瑩 我想撕，我想貼 

特優 紀湧梃 我的骨董車 

特優 陳柏瑜 我想去看極美夜景 

優等 方宥翔 我是一隻小鳥 

優等 莊嘉豪 我是一隻小鳥 

優等 蕭毓哲 我想載家人出去玩 

佳作 吳金賢旻 我想變成一隻魚 

佳作 陳聖凱 我想開麵包車 

佳作 黃詠璟 我是一隻小鳥 

佳作 顏琦翔 我想變成一台大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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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造型－青少年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王偉杰 我想飛向美的世界 

特優 周智勳 我想要擁有彩色泡泡 

特優 陳芷妤 我想要熱線你和我--大嘴怪手機袋 

優等 侯宏儒 我想站在魔毯上為你跳舞 

優等 董憶凡 我想要和我的背包去旅行 

佳作 田鍾政國 我想認識外國人 

佳作 邱俊智 我要成為粉紅豬 

佳作 張欣怡 我要成為小白兔 

佳作 薛安妮 我想當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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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造型－成人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特優 吳皇宗 悠游大海的綠蠵龜 

特優 呂怡蓉 年年有餘蛋殼畫 

特優 陳欣梅 我想跟熱汽球一樣飛翔 

特優 曾麗惠 希望燈檯 

特優 黃千容 海 

優等 張淑雲 花與蝶刺繡圖 

優等 黃明芬 shell lover(貝殼情人) 

佳作 林士超 展現心中害羞又充滿溫暖的向日葵 

佳作 林素湮 花瓣圖形月餅 

佳作 林雅婷 溫馨點綴的花球 

入選 何宜達 等待成熟的木瓜 

入選 戴均容 我想穿著新鞋環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