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繪畫-兒童組 成績公告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參賽區域 名次 

鍾偉仁 我想當麵包師傅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小 南區 特優 

吳唯正 我想成為一位直笛高手 南投縣名間鄉僑興國小 中區 特優 

石峻丞 自己的創作 無 中區 特優 

林宜蓁 我想跟小狗狗一起玩遊戲 光仁中學(國中部)啟智班 北區 特優 

黃宸恩 我想要變成美麗的蝴蝶 澎湖縣湖西鄉龍門國小 南區 優等 

古雅婷 我想變成一隻鳥 關山國小 東區 優等 

張嘉琪 我想當公主 寶桑國小 東區 優等 

翁宇廷 我想讓小熊平安長大 無 北區 優等 

王麗琳 「我想…」 台東縣寶桑國小 東區 佳作 

施睿豪 「我想…」 台東縣寶桑國小 東區 佳作 

陳利城 我想飛上外太空 新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復健協會 北區 佳作 

謝金虎 我想開水泥車 新港國小 南區 入選 

廖音茵 我想要當白雪公主 無 南區 入選 

張順麟 我想去香港看衝鋒車 寶桑國小 東區 入選 

楊禮韋 我想成為一隻早起的公雞 宇熙慢飛寶貝學習中心 中區 入選 

呂雅裴 我想和角落小夥伴一起慶生 內埔國小 中區 入選 

賴秉鋐 華燈初上 無 中區 入選 

 

  



 
 

平面繪畫-青少年組 成績公告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參賽區域 名次 

蘇亦禾 我想，這是一棵樹，也不是一棵樹 無 南區 特優 

郭雨晴 我想要養很多隻小鳥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南區 特優 

陳文義 我想要成為一個獨特的人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中區 特優 

郭禹彤 我想變成我家的綠豆沙店老闆娘 文山特教學校個人 北區 特優 

吳宜臻 開箱日本馬場町運動公園 光仁中學(國中部)啟智班 北區 特優 

黃亞倫 我想要對妳說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肯納自閉症社

會福利基金會 
中區 優等 

賴肇堃 我想當豹 無 中區 優等 

陳秉彥 我想畫馬路上的車子 苗栗縣頭份國中 中區 優等 

董詩琳 跟著台灣黑熊動一動 文山特教學校 北區 優等 

孫鳴謙 我想成為海上的勇者 無 南區 佳作 

蔡宇杰 我想成為機長 美崙國中 東區 佳作 

蔡宥勝 鷹眼 國風國中 東區 佳作 

羅曼琳 我的手套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東區 佳作 

古俊皓 我想開火車 關山國中 東區 佳作 

林思廷 我是黑夜 PARTY 的女主角 文山特教學校 北區 佳作 

葉以玲 優雅紅鶴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

基金會 
北區 佳作 

林虹約 我想變成一條魚 光仁中學(國中部)啟智班 北區 佳作 

戴晨忻 我想要成為廚師 無 南區 入選 



 
 

王永昆 我想要跟媽媽去旅遊 小太陽協會 南區 入選 

陳冠宏 我想 無 南區 入選 

余友賢 我不想跟弟弟玩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東區 入選 

吳佳臻 我想去游泳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東區 入選 

林銓凱 憂愁的我 國立興大附農 中區 入選 

蔡逸昕 歡樂音樂世界 妮妮畫室 北區 入選 

羅義閎 我想當防疫小尖兵 唐氏症基金會 北區 入選 

 

  



 
 

平面繪畫-成人組 成績公告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參賽區域 名次 

呂俞賢 八家將 崇愛發展中心 北區 特優 

陳柏安 我想~優游自在遊花東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 中區 特優 

李春英 我是設計師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東區 特優 

塗麗華 我想像中的奇異世界 慎修養護中心 東區 特優 

王威宏 蔬菜精靈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特優 

賴梓琪 樹林園中鳥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北區 優等 

張琇娟  
我想成為守護家園的尖

兵 
社團法人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中區 優等 

詹以理 
我想成為守護家園的守

宮 
無 中區 優等 

劉志騏 我想去看風景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竹田布建據點 南區 優等 

宋濬旭 我想做一隻快樂的小鳥 社團法人小太陽協會 南區 優等 

陳富鈞 七里飄香擔仔麵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北區 佳作 

王家貫 等待 大地藝術中心 中區 佳作 

洪翊傑 我想當會煮咖哩的廚師 伊甸基金會幸運草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南區 佳作 

劉曜德 我想飛上天空 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綠色活力園 南區 佳作 

陳奕綾 快樂音符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南區 佳作 

賴冠伶 我想留下美麗的晚霞 樂山教養院 北區 入選 

鄭惠文 美人魚 立達啟能訓練中心 中區 入選 

鄭吉星 仙人掌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東區 入選 



 
 

林士超 瓢蟲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東區 入選 

吳李婉玲 我是牙醫師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東區 入選 

魏賢義 「我」 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黎明教養院 東區 入選 

張玲鳳 秘密花園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南區 入選 

戴上全 與蒲公英賽跑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  伊甸香柏樹布建服

務 
南區 入選 

李雅婷 我想要騎摩托車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  伊甸橄欖樹布建服

務 
南區 入選 

李偉石 夢想的家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南區 入選 

湯哲琮 三寶小神探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北區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