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嘉義市學生美展(國中組)得獎名單 

嘉華中學榮獲公私立學校:國中普通班-團體第一名 

序號 名次 組別 姓名 班級 指導老師  

1 第一名 書法類 王筑萱 國三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2 第一名 平面設計類 許綺芸 國一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3 第二名 平面設計類 莊凌一 國三 4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4 第二名 平面設計類 陳鈺琁 國三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5 第二名 水墨類 柳茵茵 國二 2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6 第三名 漫畫類 郭芷妤 國二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7 第三名 版畫類 羅呈銓 國二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8 第三名 水墨類 李沛珊 國一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9 第三名 水墨類 林郁瑾 國一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10 第三名 平面設計類 沈怡廷 國一 3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11 佳作 漫畫類 李姍妮 國二 3 彭舒渝  

12 佳作 漫畫類 劉千瑜 國三 3 彭舒渝  

13 佳作 平面設計類 蔡凱翔 國二 3 彭舒渝  

14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陳品蓉 國二 3 彭舒渝  

15 佳作 平面設計類 葉欣裴 國二 3 彭舒渝  

16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陳葳霓 國三 3 彭舒渝  

17 佳作 版畫類 陳葳霓 國三 3 彭舒渝  

18 佳作 版畫類 陳慧璟 國三 3 彭舒渝  

19 佳作 版畫類 鄒怡萱 國三 1 彭舒渝  

20 佳作 版畫類 徐瑞蕎 國二 3 彭舒渝  

21 佳作 版畫類 姚云絜 國二 3 彭舒渝  

22 佳作 版畫類 謝宜憲 國二 3 彭舒渝  

23 佳作 西畫類 林珈妤 國二 2 彭舒渝  

24 佳作 水墨類 徐瑞蕎 國二 3 彭舒渝  

25 佳作 水墨類 羅右安 國一 3 彭舒渝  

26 佳作 水墨類 楊舜復 國一 3 彭舒渝  

27 佳作 水墨類 陳正安 國一 3 彭舒渝  

國中組得獎 27 件，10 件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學生美展 

國中組榮獲「普通班團體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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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嘉義市學生美展(高中組)得獎名單 

嘉華中學榮獲公私立學校:高中普通班-團體第二名 

序號 名次 組別 姓名 班級 指導老師  

1 第一名 漫畫類 黃永詠 高三仁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2 第二名 版畫類 呂沅臻 高三孝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3 第二名 書法類 吳冠曆 高二信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4 第三名 漫畫類 鄭安佑 高三仁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5 第三名 平面設計類 蔡沛宏 高三忠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6 第三名 水墨類 蔣鎧謄 高三孝 彭舒渝 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美展 

7 佳作 西畫類 鄭安佑 高三仁 彭舒渝  

8 佳作 書法類 施相誠 高一愛 彭舒渝  

9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張家瑋 高三忠 彭舒渝  

10 佳作 平面設計類 陳怡君 高三信 彭舒渝  

11 佳作 平面設計類 葉宛瑜 高三仁 彭舒渝  

12 佳作 平面設計類 張雅涵 高一仁 彭舒渝  

13 佳作 水墨類 林子慈 高二孝 彭舒渝  

14 佳作 版畫類 曾馨嫻 高三仁 彭舒渝  

15 佳作 版畫類 蕭渝蓓 高三仁 彭舒渝  

16 佳作 版畫類 章珉禎 高三愛 彭舒渝  

17 佳作 版畫類 洪芯綺 高一忠 彭舒渝  

18 佳作 漫畫類 石芯瑜 高二仁 彭舒渝  

19 佳作 漫畫類 陳思璇 高二仁 彭舒渝  

20 佳作 漫畫類 黃渝恩 高三仁 彭舒渝  

21 佳作 漫畫類 葉宛瑜 高三仁 彭舒渝  

22 佳作 漫畫類 蔡沛宏 高三忠 彭舒渝  

23 佳作 漫畫類 賴 桀 高二忠 彭舒渝  

24 佳作 漫畫類 陳俞鈞 高二信 彭舒渝  

高中組得獎 24 件，6 件代表嘉義市參賽全國學生美展 

高中組榮獲「普通班團體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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