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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水墨（含膠彩）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25A-01 黃春滿 內政部 驛站 

第二名 73A-02 蔡宏義 屏東縣政府 敦煌藝象 

第三名 71A-04 韓之楹 雲林縣政府 我曾經想對你說的 

優選 32A-11 李裘迪 交通部 高山仰止 

優選 70A-08 張明玥 南投縣政府 貓咪狂想曲 

優選 77A-01 李中玉 基隆市政府 分享喜悅 

佳作 32A-02 蔡振華 交通部 青玉影綽 

佳作 32A-04 張雲龍 交通部 旗後采風 

佳作 32A-09 林玉婷 交通部 盼 

佳作 62A-05 姚淑芳 桃園市政府 覺者 

佳作 62A-07 葉千豪 桃園市政府 幸福時刻 

佳作 63A-01 吳淑瑛 臺中市政府 再春之竹 

佳作 69A-07 沈文博 彰化縣政府 靜夜 

佳作 69A-18 王德蕙 彰化縣政府 微關係 

佳作 69A-19 巫俊人 彰化縣政府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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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書法（含篆刻）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29B-03 盧毓騏 教育部 朱仕玠詩鳳岫春雨 

第二名 62B-15 羅應良 桃園市政府 諸葛亮誡子書套印 

第三名 69B-24 林家男 彰化縣政府 范仲淹詞一首 

優選 06B-2 吳吉祥 立法院 陳希夷先生歸隱詩 

優選 32B-12 古員齊 交通部 律樂印痕 

優選 38B-01 盧彩霞 蒙藏委員會 王績野望詩 

優選 76B-01 鄭振聰 澎湖縣政府 王安石●浣溪沙 

優選 79B-05 林穎生 嘉義市政府 宋秦觀浣溪沙 

佳作 30B-02 葉修宏 法務部 石濤詩一首 

佳作 40B-01 呂宗城 中央銀行 
王寵(自書五憶歌)其

三 

佳作 49B-01 筆永源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李白秋登宣城謝眺

北樓 

佳作 60B-01 陳建樺 臺北市政府 意自如 

佳作 60B-11 方立權 臺北市政府 
宋代趙蕃《奉贈子冉

議郎老兄》詩句聯 

佳作 61B-12 林炳文 新北市政府 蘇軾前後赤壁賦 

佳作 61B-22 劉佳榮 新北市政府 歸去來辭并序 

佳作 63B-05 林翠華 臺中市政府 袁德炯先生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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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佳作 69B-05 張倍源 彰化縣政府 于右任題爭座帖詩 

佳作 70B-01 曾元駿 南投縣政府 至陳冕家 

佳作 79B-06 吳富源 嘉義市政府 宋陸放翁醉題詩 

佳作 79B-07 林美蘭 嘉義市政府 齊己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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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油畫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72C-09 林正哲 嘉義縣政府 有收音機的靜物 

第二名 76C-01 鄭宇翔 澎湖縣政府 硓𥑮人玩自拍 

第三名 29C-2 林政杰 教育部 封存的印記 

優選 61C-03 簡志哲 新北市政府 孕 

優選 65C-11 劉勁麟 高雄市政府 瓶之日記─遠觀 

優選 69C-01 楊曉婷 彰化縣政府 麻煩開個燈 

優選 74C-01 劉映宜 臺東縣政府 窒息 

佳作 31C -06 陳美莉 經濟部 勤耘樂收 

佳作 32C-05 宋愷庭 交通部 花與南瓜的結構 

佳作 61C-01 李福雄 新北市政府 52760 

佳作 61C-09 邱進雄 新北市政府 落櫻繽紛 

佳作 62C-06 卓明富 桃園市政府 天井 

佳作 63C-12 唐昌埔 臺中市政府 心中的倒影 

佳作 65C-08 陳碧珍 高雄市政府 谷村●秋收 

佳作 65C-10 陳天惠 高雄市政府 村婦浣衣 

佳作 69C-03 陳子騰 彰化縣政府 庭院意象 

佳作 69C-25 姚聯榜 彰化縣政府 岩岸風情系列.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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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佳作 72C-03 顏永中 嘉義縣政府 船─西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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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水彩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74D-01 劉映宜 臺東縣政府 洗禮 

第二名 62D-05 游雯珍 桃園市政府 都會印象 

第三名 61D-04 陳俊男 新北市政府 
我的戲夢人生(II)一

生、旦、淨、丑 

優選 29D-2 徐維珍 教育部 停泊 

優選 29D-4 郭士綸 教育部 
夜中遺留下來的 

足跡 

優選 61D-01 簡志哲 新北市政府 祈 

優選 65D-07 吳佳慧 高雄市政府 秋作 

佳作 28D-01 吳瑋茵 財政部 歡迎光臨 

佳作 49D-03 廖書瑤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思 

佳作 60D-08 劉淑美 臺北市政府 這個世代 

佳作 60D-25 黃玉梅 臺北市政府 富饒 

佳作 61D-07 邱進雄 新北市政府 相映成趣 

佳作 62D-08 湯双進 桃園市政府 豐年祭 

佳作 62D-16 劉家鈞 桃園市政府 紅色樹林 

佳作 64D-11 張啟宏 臺南市政府 市場一隅 

佳作 69D-02 王仲桓 彰化縣政府 人生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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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佳作 69D-05 張培均 彰化縣政府 櫥窗幻影 

佳作 71D-19 陳怡延 雲林縣政府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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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攝影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60E-06 周秀娟 臺北市政府 堆疊城市 

第二名 60E-08 伍如婷 臺北市政府 心物辯證四聯作 

第三名 32E-18 王敦濤 交通部 海天爭輝 

優選 32E-19 林瑞英 交通部 岸 

優選 33E-03 李政道 衛生福利部 人生寫影 

優選 34E-01 賴富美 文化部 
孩子，人生就是 

一場戲 

優選 61E-01 蔡憲聲 新北市政府 美術館午後 

優選 72E-07 劉威良 嘉義縣政府 鰲鼓風情 

佳作 22E-01 蕭翔之 監察院 感恩 

佳作 29E-02 張希偉 教育部 此情可待成追憶 

佳作 29E-07 劉秋菊 教育部 滄桑 

佳作 30E-05 韓志翔 法務部 臺灣 NO.1 

佳作 31E-21 劉明臣 經濟部 虛與實 

佳作 31E-25 李錦郎 經濟部 農情 

佳作 32E-07 林協同 交通部 冬 

佳作 61E-10 江美慧 新北市政府 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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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佳作 61E-14 黃堯聲 新北市政府 藍海邂逅 

佳作 67E-02 彭桂貞 新竹縣政府 洗衣 

佳作 70E-02 唐蔚光 南投縣政府 水之嬉戲 

佳作 73E-03 陳俊誠 屏東縣政府 
花在水中的美麗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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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全國公教美展【漫畫類】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姓名 機關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69 F-24 李英杰 彰化縣政府 山寨鬼王 

第二名 69 F-25 賴仲彥 彰化縣政府 苟不教.性乃遷 

第三名 62F-03 劉俊鴻 桃園市政府 奇怪的農夫 

優選 60F-06 盧泱汀 臺北市政府 美麗的”蟹逅” 

佳作 25F-01 葉銘芬 內政部 3C 保母 

佳作 30F-01 許蕙文 法務部 
博愛坐給有需要 

的人 

佳作 69 F-15 楊宛真 彰化縣政府 
考生與回憶的無聲

對話 

佳作 70F-01 巫昱宏 南投縣政府 黑琵臺灣 

佳作 71F-05 黃于凌 雲林縣政府 
百鬼夜行圖一校門

關比鬼門關更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