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 11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視覺藝術類全國總決賽 

競賽項目：平面繪畫  

年齡組別：兒童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區域 

特優 黃敬耘 我想要當高鐵司機 芎林國小 北區 

特優 陳佑霖 我想大口吃漢堡 臺南市海佃國小 南區 

特優 李俊逵 我想搭地鐵 寶桑國小 東區 

特優 黃冠瑀 我想變成帥氣的恐龍 寶桑國小 東區 

特優 李玟瑩 我想要畫很多圈圈 台東縣寶桑國小 東區 

優等 黃彩綝 我想飛進自然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中區 

優等 翁宇廷 我想成為雕刻師 無 北區 

優等 謝青原 我想在晚上散步 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南區 

佳作 卓宗興 我想打敗吸毒怪獸 草湖國小 中區 

佳作 曾琪媛 我想當貓熊 無 北區 

佳作 林彥承 我想飛 安慶國小 南區 

佳作 吳昊峻 我想當海盜 寶桑國小 東區 

 

  



 

2022 第 11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視覺藝術類全國總決賽 

競賽項目：平面繪畫 

年齡組別：青少年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區域 

特優 李博仁 宇宙機器人 國立草屯商工 中區 

特優 黃以萱 我想要變成魔術師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中區 

特優 陳化 一起看電視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特優 曾于涵 我想變身斑馬在說話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特優 闕翊丞 深海中的燈籠魚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特優 葉庭菘 我的恐龍怪物遊樂園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特優 林立晟 路上的汽車與行人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特優 謝秉均 人工智慧機器人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優等 王淯馳 我想要當吉他手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中區 

優等 童丞璿 動靜之間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 中區 

優等 韓佩伶 好忙好忙的音樂家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優等 蘇亦禾 豐富的生態天堂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佳作 蕭羽淳 我想要當小小米羅 國立南投特教學校 中區 

佳作 劉育鑫 飛起來的魚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中區 

佳作 葉以玲 穿梭樹林中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北區 

佳作 林皓宇 異次元的守護者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特教班 東區 



 

佳作 藍以勒比亞 我想要去美麗的伊甸園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培立工作坊 東區 

佳作 楊丰博 我想進入未來世界 花蓮縣新城國中 東區 

入選 陳俊甫 我想變成大食客 財團法人唐氏症基金會明倫工坊 北區 

入選 董青翰 夜探閩東之珠 無 北區 

入選 陳宥安 我想成為艾倫巨人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入選 羅義閎 我想成為「我」 儀正美術班 北區 

入選 涂仕軒 我想祈求神明讓新冠病毒消失 彩繪童年 南區 

入選 林沛語 我想成為鳥類觀察員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南區 

入選 李明軒 我想成為小貓咪的好朋友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培立工作坊 東區 

入選 陳瑩融 我想變成一朵花 花蓮自強國中 東區 

 

  



 

2022 第 11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視覺藝術類全國總決賽 

競賽項目：平面繪畫  

年齡組別：成人組 

名次 姓名 參賽主題 推薦單位 區域 

特優 鄭軒任 我想跟章魚玩 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中區 

特優 陳柏安 雨神同行-武塔站隧道口的區間快車！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 中區 

特優 郝先誠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 無 中區 

特優 林桂卿 我想像中的夢世界 樂山教養院 北區 

特優 吳延逴 兩隻老虎相陪伴 臺北市私立永愛發展中心 北區 

特優 郭禹彤 我最愛的學校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特優 力政文 符號創作-開示悟入  苦寂滅道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特優 黃宥凱 自畫像-彼得 6 號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特優 涂麗華 我想 慎修養護中心 東區 

特優 莊毓晨 花蓮鄉村自然的美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東區 

特優 林世偉 我想參加豐年祭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東區 

優等 王妙貞 我想要再買一件新的棉被 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中區 

優等 羅文成 我想在祭典裡婆娑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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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智閎 
我嚇了一跳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

金會 
北區 

優等 王子瑄 畫我的老師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優等 蔣沛洵 和梅花鹿一起奔跑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 



 

優等 高進宇 大魚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優等 顧偉凡 我是真正的排灣勇士 社團法人屏東縣微笑關懷協會 南區 

優等 曾博笙 鬥魚家族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南區 

優等 曾宜姍 有靈性的貓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承辦展翅高飛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南區 

優等 林仕翌 我想要我的生肖-狗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東區 

佳作 招喜 葉子的變奏曲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 中區 

佳作 周則翰 變形金剛-守護地球 無 中區 

佳作 蔡正萬 我想要環島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中區 

佳作 陳富鈞 晚上燈火大派對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

金會 
北區 

佳作 鄒雨瑄 擴扇的美麗 台北市私立永愛發展中心 北區 

佳作 郭雨晴 我想飼養－對美麗的雉雞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南區 

佳作 黃明芬 我想 慎修養護中心 東區 

佳作 戴日榮 我想去日本看富士山 台東救星教養院 東區 

入選 黃崙 我想要飛 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中區 

入選 楊茹婷 我想變成花精靈 唐氏症基金會 北區 

入選 李佳舫 我想成為機器人 無 北區 

入選 宋濬旭 我想成為怪獸 春日工坊 南區 

入選 侯宏儒 我想成為魅力十足的舞者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培立工作坊 東區 

入選 魏賢義 我想成為威風凜凜的龍 黎明教養院 東區 



 

入選 陳采唐 我想成為隱形人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培力工作坊 東區 

入選 劉勇孝 我想念我家的公雞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東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