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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禮品設計大賽 (只列出各組冠、亞、季軍及金、銀、銅獲獎名單) 

 

 

 

 

 

 

 

 

 

 

 

 

 

 

 

 

 

 

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公開組 林東岳 冠軍 

公開組 韓汝雯 亞軍 

公開組 陳景暉 季軍 

公開組 吳悦媖 金獎 

公開組 謝采恩 金獎 

公開組 陳炳文 金獎 

公開組 蔡依琪 金獎 

公開組 鄭守玲 銀獎 

公開組 林嘉偉 銀獎 

公開組 陳健良 銀獎 

公開組 蔡明海 銀獎 

公開組 陳麗嫦 銀獎 

公開組 王偉倫 銀獎 

公開組 陳冠達 銀獎 

公開組 吳怡君 銀獎 

公開組 杜致堯 銀獎 

公開組 王一凡 銀獎 

公開組 吳鳳綸 銅獎 

公開組 吳惠恭 銅獎 

公開組 楊俊季 銅獎 

公開組 阮珍珍 銅獎 

公開組 姚寶佳 銅獎 

公開組 方延瑤 銅獎 

公開組 楊彥霖 銅獎 

公開組 黃世芷 銅獎 

公開組 朱靖亨 銅獎 

公開組 查苡彥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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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親子組別(A01) 錢博鈞 冠軍 

親子組別(A01) 張怡君 亞季 

親子組別(A01) 林睿南 季軍 

親子組別(A01) 許嘉惠 金獎 

親子組別(A01) 文冠傑 金獎 

親子組別(A01) 朱穎詩 金獎 

親子組別(A01) 楊文生 銀獎 

親子組別(A01) 陳逸汝 銀獎 

親子組別(A01) 鄭伊琳 銀獎 

親子組別(A01) 鄧怡廷 銀獎 

親子組別(A01) 陳秀婷 銀獎 

親子組別(A01) 蘇奕琦 銀獎 

親子組別(A01) 袁淑美 銀獎 

親子組別(A01) 楊仰軒 銀獎 

親子組別(A01) 楊又盈 銀獎 

親子組別(A01) 李怡柏 銅獎 

親子組別(A01) 楊梓桐 銅獎 

親子組別(A01) 李婉菁 銅獎 

親子組別(A01) 王威廷 銅獎 

親子組別(A01) 賴建安 銅獎 

親子組別(A01) 王薇純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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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兒童初級組(B01) 姚雨晴 冠軍 

兒童初級組(B01) 孫政熙 亞季 

兒童初級組(B01) 吳建諭 季軍 

兒童初級組(B01) 吳祐容 金獎 

兒童初級組(B01) 黃琳信 金獎 

兒童初級組(B01) 陳冠恩 金獎 

兒童初級組(B01) 阮淑嵐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黃俊宏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屈芷桐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郭郁婷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劉志文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楊家筠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王智傑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黃曉薇 銀獎 

兒童初級組(B01) 溫靜如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陳以宏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馮梓俊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林嘉宏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陳雅如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張昕茹 銅獎 

兒童初級組(B01) 林君賢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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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兒童高級組(B02) 吳柏翔 冠軍 

兒童高級組(B02) 陳承穎 亞軍 

兒童高級組(B02) 鄭嘉偉 季軍 

兒童高級組(B02) 楊怡婷 金獎 

兒童高級組(B02) 高美晴 金獎 

兒童高級組(B02) 鐘梓芃 金獎 

兒童高級組(B02) 施俊言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蔡淑婷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曾怡君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陳盈盈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葉羨婷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賈政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蘇俊健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林育軒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陸詩穎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黃麗弘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吳智翔 銀獎 

兒童高級組(B02) 鄭珮彥 銅獎 

兒童高級組(B02) 姜梓桐 銅獎 

兒童高級組(B02) 吳函言 銅獎 

兒童高級組(B02) 毛羨宜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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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少年初級組(C01) 宋博鈞 冠軍 

少年初級組(C01) 劉靜如 亞季 

少年初級組(C01) 潘博佳 季軍 

少年初級組(C01) 陳威維 金獎 

少年初級組(C01) 黃淑婷 金獎 

少年初級組(C01) 謝仕寶 金獎 

少年初級組(C01) 陳美惠 銀獎 

少年初級組(C01) 龔哲銘 銀獎 

少年初級組(C01) 張瑞正 銀獎 

少年初級組(C01) 張以如 銀獎 

少年初級組(C01) 張東申 銀獎 

少年初級組(C01) 陳家華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林志忠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楊宗芷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陳柏瑋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賴家偉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賴志峰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李雲如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林姿茹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宋以玄 銅獎 

少年初級組(C01) 林雅雲 銅獎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創意禮品設計大賽(只列出各組冠、亞、季軍及金、銀、銅獲獎名單) 

 

項目組別 參賽者姓名 獎狀 

少年高級組(C02) 範國瑋 冠軍 

少年高級組(C02) 王延俊 亞季 

少年高級組(C02) 吳美亭 季軍 

少年高級組(C02) 黃馨文 金獎 

少年高級組(C02) 黃瑜玲 銀獎 

少年高級組(C02) 李淑玲 銀獎 

少年高級組(C02) 陳俊正 銀獎 

少年高級組(C02) 楊孝山 銀獎 

少年高級組(C02) 吳胤然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賴君義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吳倩翰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黃之韻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陳佩佩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顏一堅 銅獎 

少年高級組(C02) 林詩婷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