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溪國中歷屆參加校外美術比賽榮譽榜 

 (最後修改日期：106/5/4) 

  

 

 

 

 

自 1999 年迄今



◎ 2016 年 

105/10/23 狂賀本校同學參加「105 學年度桃園市北區美

術比賽」榮獲佳績：911 顏梅軒-平面設計類全市第三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 老師；703 林春瑛書法類佳作-指導

老師：孫凱琳 老師，全校師生同賀！ 

 



◎ 2015 年 

本校同學參加「桃園市 104 學年度(北區)學生美術比賽」

榮獲佳績：由謝志成 老師指導->書法類：902 古雅竹-全

市第 1 名；平面設計類-902 古雅竹-全市第 3名；版畫類：

901 簡宇勝、902 游媛媛-全市第 3 名，902 李凱傑、903

林倚恩-佳作；由潘品姿老師指導->漫畫類：702 陳鈺祺-

佳作，全校師生同賀！ 

902 古雅竹-書法類-全國佳作；平面設計類-全國佳作。 



◎ 2014 年 

本校同學(由謝志成、潘品儀 老師指導)參加「103 年度桃

園縣（北區）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平面設計類-802

古雅竹、904 李若彤 榮獲第二名；西畫類-910 李芳圻 榮

獲佳作；版畫類-907 黃李仁、907 簡良宇 榮獲佳作；書

法類-802-古雅竹 榮獲佳作。 



佳作 066 大溪鎮大溪國中 康芸禛 廢棄殺手 謝志成 

佳作 057 大溪鎮大溪國中 游承洋 垂死 謝志成 

 



102 學年度桃園縣北區學生美術比賽獲獎名單 
類別：版畫類 組別：
國中組 

 

名次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

稱 

指導老師 

佳作 018 大溪鎮大溪國中 游千瑩 時間的齒

輪 

謝志成 

佳作 014 大溪鎮大溪國中 林美岑 斑駁的側

臉 

謝志成 

佳作 003 大溪鎮大溪國中 林程祥 時光沙漏 謝志成 

佳作 006 大溪鎮大溪國中 簡碩緯 鍬型蟲 謝志成 

佳作 010 大溪鎮大溪國中 邱翊如 面具下的淚眼小丑 謝志成 

 

類別：水墨畫類 組
別：國中組 

 

名次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

名稱 

指導老師 

佳作 015 大溪鎮大溪國中 吳向茵 挽面 潘品儀 

 

類別：平面設計類                                        組別：
國中組 

 

名次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第一名 024 大溪鎮大溪國中 古雅竹 哀悼 謝志成 

第三名 015 大溪鎮大溪國中 游雅筑 四季「逗」郵票設計 謝志成 

佳作 020 大溪鎮大溪國中 林美岑 幾何郵票設

計 

謝志成 

 

類別：書法類                                           組別：國
中組 

名次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佳作 034 大溪鎮大溪國中 古雅竹 移居二首 郭寶勻 

 

類別：漫畫類 組別：國
中組 

 

名次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大溪國中歷屆參加校外美術比賽榮譽榜 

(最後修改日期：102/05/13)  

 

◎ 2013 年 

平面設計類：809 吳向茵第一名、 903 鍾惠樺第二名  

            806 游承洋特優、809 吳美嬡優等 、 

            806 林美岑甲等、806 李姝卉甲等、 

            808 游千瑩甲等 、802 簡佑慈佳作、 

            902 古旻芳佳作 

版畫類： 907 曾郁佳、910 林冠樺、913 王哲男、 

         912 李依庭、815 呂翊瑄四位同學佳作。 

         908 林祖瑄優等 、 

         913 王哲男優等、902 黃嘉琳甲等 、 

         908 張雅筑甲等、803 呂惟馨 甲等                                              

漫畫類： 809 吳向茵優等、910 蔡詠安優等 、 

         802 康鈞喬乙等、  

812 簡利芸、809 吳向茵二位同學佳作 



◎ 2012 年 

712簡利芸同學參加日本第42屆世界兒童畫展全國微畫比賽榮獲

優選！ 

801 林芸萍 同學參加 43 屆世界兒童繪畫比賽榮獲桃園縣佳作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桃園縣北區本校獲獎同學如下： 

設計類：809 吳向茵第一名（指導老師：謝志成） 

        903 鍾惠樺第二名（指導老師：謝志成） 

802 簡佑慈佳作、（指導老師：謝志成） 

902 古旻芳佳作（指導老師：潘品儀） 

版畫類：907 曾郁佳、910 林冠樺、913 王哲男、912

李依庭、815 呂翊瑄四位同學佳作。（四位指導老師：

謝志成） 

漫畫類：812 簡利芸、809 吳向茵二位同學佳作。 

      （兩位指導老師：謝志成） 



◎ 2011 年 

100 學年度大溪國中參加桃園縣美術比賽成績如下(100.10.19)：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802 古旻芳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第三名   901 游雯卉  指導老師 謝志成 

佳作     913 黃惠君  指導老師 梁孝佩 

佳作     809 郭思妤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版畫類: 

第三名   810 林冠樺  指導老師 謝志成 

漫畫類 

佳作     702 康鈞喬  指導老師 謝志成 

佳作     907 陳威宇  指導老師 謝志成 



◎ 2010 年 

99 學年度桃園縣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801 游雯卉同學榮獲「設計類」第三名(張鳳丹老師指導) 

807 陳威宇榮獲「水墨類」第三名 (張鳳丹老師指導)！ 

99 年度桃園農業之美繪畫比賽榮獲佳績： 

902 李黃亦 同學榮獲國中組佳作(張鳳丹老師指導)！ 



中華民國第四十一屆兒童畫展桃園縣作品徵集獲獎名單 

 

區域：桃園／類別：繪畫／參賽組別：國中組     2010.4.30 

 

區域 類別 
年

級 

班級 
姓名 題目 學校 

指導老

師 
名次 

桃園 繪畫 九 十三 游承祐  郵票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第三名 

桃園 繪畫 九 十二 鄧羽涵  書籤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入選  

桃園 繪畫 九 
六 

呂家綺 
樹林中的少

女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入選  

桃園 繪畫 七 
七 

陳威宇 
即興國樂演

奏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入選  

 



八年十三班何欣亞. 八年十班李欣妮. 八年八班王意涵 

八年十班吳怡潔. 

入選 

八年八班邱子軒. 八年八班鍾 菱. 八年八班陳亭瑄 

八年八班李 聆. 八年八班黃紫晴. 八年九班蕭冠倫 

八年九班黃韻文. 八年九班張亭雅. 八年九班徐一芝 

八年十班王麗媛. 八年十班張川松. 八年十班簡憶筠 

八年十班游佩茹. 八年十三班彭怡萱. 八年十三班趙淑君 

八年十七班邱敬祥. 七年五班陳宥任. 七年九班李璦翎 

七年八班藍禹捷. 七年十二班侯函諠. 七年十四班蘇 晴 

八年九班陳宜樺. 八年十班曾靖琦. 八年十班李朝富 

七年十二班陳依萍. 八年九班青井. 八年十八班簡靖原 

八年九班蕭逸婕. 八年八班李佳欣. 八年九班曾文奇 

八年十班林珊姍. 八年九班張郡哲. 八年九班陳韋融 

八年十三班曾峻偉. 八年八班蔡欣慧 



98 年度大溪國中參加第三屆全國原住民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全國第三屆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優選獎  

組別    班級姓名        族別       作品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國中組 李柏霖 男 阿美族 原住民畫像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劉天皓 男 阿美族 意義非凡的月亮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劉宇文 男 泰雅族 泰雅勇士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全國第三屆原住民族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佳作獎  

國中組 王姜念琛 男 泰雅族 大頭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吳子寒 男 泰雅族 原住民文化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李奇 男 泰雅族 天使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林俊成 男 泰雅族 美女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國中組 蘇子朕 男 泰雅族 泰雅之舞 桃園縣大溪國中 謝志成 

================================================= 

桃園縣大溪鎮奇幻輕便車之旅創意繪畫比賽得名單 

特優 

班級姓名        

七年十七班陳圓緣 

七年七班陳威宇 

八年七班鄭怡軒 

優選 

九年十四班黃振榮. 七年十七班鍾佳穎. 八年六班鄭芷芸 

七年九班藍丹芸. 八年十班王玉璇 

佳作  

八年十三班陳帆璇 

八年十七班鄧維澤. 八年八班吳譿庭. 七年三班張淑君 



◎ 2009 年 

98 學年度桃園縣北區美術比賽得獎名單 

版畫類 

名次      班級姓名            作品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2 908 周金溢 兩個人的夜晚 大溪國中 謝志成 

2 911 簡立中 渴望 大溪國中 謝志成 

3 913 魏佳佑 舞孃 大溪國中 謝志成 

3 909 黃冠蓉 拼圖人像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佳作 909 江苓 夢幻大富翁 大溪國中 謝志成 

水墨畫類 

佳作 707 陳威宇 晒麵線 大溪國中 張鳳丹 

設計類 

佳作 811 王詩惟 “楓之谷“郵票設計 大溪國中 張鳳丹 

漫畫類 

佳作 707 陳威宇 拒絕黑心食品 大溪國中 張鳳丹 

西畫類 

佳作 807 鄭怡軒 生活片段 大溪國中 張鳳丹 

 

98/11/11 狂賀本校同學參加大溪基督長老教會設教 120 週年美術比賽榮獲佳績(張

鳳丹 老師指導)， 902 林佳怡 同學-特優，705 林佳芳 同學、811 林榮昭 同學、

806 沈聖芸同學-優等！ 

 



◎2008 年 

2008 年石門水庫千人彩繪全縣寫生比賽三年十三班邱子芸同學榮獲第三名 

 

桃園縣 97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優勝錄取名冊     

桃園縣北區 版畫類 國中 ▇普通班 

名次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班級 

1 王譯萱 狼 大溪國中 張鳳丹  8-01 

2 林馨瑩 迷失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13  

3 魏聖銘 圖騰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11 

3 李羿萱 維納斯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09 

3 陳雅婷 百步蛇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08 

  平面設計類    

2 古宸羽 蟲蟲系列月曆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9-12 

佳作 蘇育萱 變臉-海報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9-01 

佳作 趙淑惠 陀螺月曆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9-12 

  西畫類    

佳作 游子誼 小丑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12 

  水墨畫類    

佳作 吳雲卉 鄉間小路 大溪國中 張淑欣  9-12 

佳作 游千慧 街景 大溪國中 謝志成  8-14 

佳作 黃思穎 巷內 大溪國中 謝志成  9-06 

2008 年 北區八縣市生活美學寫生比賽 806 班呂家綺同學榮獲佳作 

                                       指導老師   張淑欣 

2008 年 北區八縣市生活美學寫生比賽 906 班黃思穎同學榮獲佳作 

指導老師   謝志成 

2008 年 第三十九屆世界兒童繪畫比賽 906 班黃思穎同學榮獲優選獎 

                                        指導老師   謝志成 



 

桃園縣北區 96 年度美術比賽成績表 

類別 姓 名 題      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年級 名次 

漫畫 張楷翊 無助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3 

漫畫 邱子芸 生命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3 

漫畫 楊賀如 枯竭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七 佳作 

西畫 邱子芸 大溪鎮南雅派出所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3 

平面設計 盧宜君 楓之谷郵色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2 

平面設計 蘇育萱 京劇臉譜-郵票設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八 3 

平面設計 邱子芸 警察郵票設計 大溪國中 張鳳丹 九 3 

平面設計 許佳琳 婚紗紀念郵票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佳作 

版畫 黃仕昌 雙面人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八 2 

版畫 高宇晴 原思原念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八 3 

版畫 曾宜敏 純真年代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3 

版畫 陳禹安 臉譜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九 佳作 

版畫 王彥友 時空交錯 大溪國中 謝志成 八 佳作 

 

2007 雅蒂斯全國繪畫比賽三年十三班邱子芸同學榮獲入選獎 

2007 年桃園縣動手玩創意繪畫比賽本校三年十三班邱子芸榮獲入選獎 

96 學年度大溪國中參加第 39 屆世界兒童畫展桃園縣作品徵集 

         本校學生分獲第一 二名佳績 

         806 黃思穎獲得繪畫類八年級組第一名 

         913 邱子芸獲得繪畫類九年級組第二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老師 

※因邱子芸同學獲獎頗多接受南桃園新聞訪問 

 



◎2007 年 

2007 年桃園縣和平盃寫生比賽本校得獎名單如下 

第一名   九年十三班     邱子芸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第二名   九年一班       陳軍豪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第三名   九年一班       蘇子宬、楊賀如  指導老師 謝志成 

2007 年大溪鎮視覺美學寫生比賽本校得獎名單如下 

第一名   九年十三班     邱子芸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第二名   九年一班       楊賀如          指導老師 謝志成 

第三名   七年十四班     吳柔瑾          指導老師 謝志成 

佳作     七年十三班     蘇子朕          指導老師 謝志成 

佳作     七年十四班     吳欣怡          指導老師 謝志成 

佳作     八年十班       黃翊芳          指導老師 張鳳丹 

 

 

九十六年度第一屆全國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得獎名冊 

國中組 

學校 姓名 畫題 指導老師 獎項 

大溪國民中學 簡安妮 泰雅勇士 謝志成 
國中組 

（特優） 

大溪國民中學 胡靖惠 泰雅之畫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高宇威 悠久古物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楊詩涵 山孩子與信仰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林俊成 泰雅人的生活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許貝珏 原住民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胡弘旭 泰雅圖騰 謝志成 （優選） 

大溪國民中學 蘇怡 當我們相聚在一起 謝志成 （佳作） 

 

 

 

 

 



◎2006 年 

95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得獎單 
   

組別 名次 學校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平面設計國中普通班 第二名 大溪國中 江雅婷 尤蒔萱 

平面設計國中普通班 第三名 大溪國中 黃淑珊 尤蒔萱 

平面設計國中普通班 佳作 大溪國中 王聖鉻 尤蒔萱 

平面設計國中普通班 佳作 大溪國中 曾繁庭 尤蒔萱 

漫畫國中普通班 佳作 大溪國中 朱家瑩 謝志成 

漫畫國中普通班 佳作 大溪國中 邱子芸 張鳳丹 

西畫國中普通班組 佳作 大溪國中 黃羽岑 謝志成 

水墨畫國中普通班 第三名 大溪國中 邱子芸 謝志成 

版畫國中普通班 第二名 大溪國中 賴英豐 謝志成 

版畫國中普通班 第三名 大溪國中 鄭佳雯 謝志成 

版畫國中普通班 第三名 大溪國中 林幸如 謝志成 

版畫國中普通班 佳作 大溪國中 許建平 謝志成 

     

   



94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獲獎名單 

版畫類         

國中普通班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老師 

 1 陳思錡 大溪國中 謝志成 

 2 楊雪婷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佳作 黃煜尊 大溪國中 江菁菁 

 佳作 黃翊豪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佳作 蕭如惠 大溪國中 張鳳丹 

平面設計類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老師 

 2 王詩淵 大溪國中 江菁菁 

 3 王建智 大溪國中 江菁菁 

 3 楊雅喻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佳作 呂家慈 大溪國中 謝志成 

 佳作 余湘琳 大溪國中 江菁菁 

西畫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老師 

 3 孫園 大溪國中 張鳳丹 

 佳作 蕭如惠 大溪國中 謝志成 

漫畫類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老師 

 佳作 邱子芸 大溪國中 謝志成 

94 學年度全縣環保壁報比賽三年一班林亞屏榮獲佳作 



◎2005 年 

94 學年度桃園縣立大溪國中參加第 37 屆世界美展桃園縣作品徵集比賽成績 

 

 

名次 學生姓名 班別 指導老師 

八年級繪畫纇 

第三名 朱家瑩 八 謝志成 

入選 張家菱 八 謝志成 

入選 吳浩偉 八 謝志成 

九年級繪畫纇 

第一名 劉峻良 九 江菁菁 

第二名 沈怡君 九 江菁菁 

第三名 林亞屏 九 謝志成 

入選 王建智 九 謝志成 

入選 楊雅喻 九 謝志成 

入選 呂文琦 九 謝志成 



◎2004 年 

93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得獎名單如下 

   三年四班 郭寶勻同學榮獲書法類第二名   指導老師鄒芬玫 

   三年六班 紀薇同學榮獲漫畫類第三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 

   三年五班 黃思瑋同學榮獲漫畫類佳作 

  二年一班  江雅婷同學榮獲版畫類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9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三年四班 郭寶勻同學榮獲書法類入選 

                                        指導老師鄒芬玫 



◎2003 年 

92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得獎名單如下 

    三年一班 黃苑紋同學榮獲設計類第一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 

    三年五班 房念慈同學榮獲設計類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2002 年 

91 年四月全國群生杯寫生比賽   

        二年八班   陳世瑋同學          指導老師謝志成 

        一年七班    廖沂琦同學         指導老師謝志成 

        以上兩位同學榮獲入選獎 

 91 年度第二學期三年八班廖宜慶同學參加第三十三屆日本世界  

       兒童繪畫選拔榮獲佳作獎          指導老師謝志成 

91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得獎名單如下 

  3 年 8班   陳世瑋  水墨畫類第三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 

  2 年 7班   廖沂琦  水墨畫類第三名    指導老師謝志成 

  3 年 7班   李哲宇  水墨畫類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3 年 6班   廖翊羽   設計類佳作       指導老師鄭惠文 

  3 年 8班   陳世瑋  西畫類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2 年 7班   廖沂琦  西畫類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9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得獎名單如下 

  3 年 8班   陳世瑋  全國水墨畫類入選 指導老師謝志成 

                                        

91 學年度北部七縣市水彩寫生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2 年 7 班   廖沂琦   優選            指導老師謝志成 

      2 年 10 班   湯苡暄  佳作            指導老師謝志成 



◎2001 年 

九十年度四月份第七屆全國群生杯寫生在台北紀念堂舉行比賽二年 

    級林柏文.陳雯;一年級戴政鴻榮獲全國入選;可保留名額保送台  

    北復興美工.                          指導老師謝志成 

九十年大溪國中大溪風情美展作品內容請看美術社首頁或謝志成老 

    師的美術教學部分                      指導老師謝志成 

90 年度三年 11 班張芯華同學參加中華民國第 32 屆世界兒童美術繪  

   畫比賽榮獲佳作獎   91'10'22           指導老師謝志成 

90 學年度全縣學生美展 

       設計類組第三名  2 年六班廖翊羽    指導老師鄭惠文 

       西畫類組佳作     3 年三班陳雯     指導老師鄭惠文 



◎1999 年-2000 年 

 八十八年全省原住民繪畫比賽 第三名黃舒翊     指導老師謝志成 

                          佳作陳佳鈺        指導老師謝志成 

八十九年全縣學生美平面設計類:第三名 三年一班黃舒翊 獎金 2000  

                             元             指導老師謝志成 

                  佳作   三年一班簡孟宏     指導老師謝志成 

                  佳作  三年一班劉怡君      指導老師謝志成 

                  佳作 三年十班簡惠君       指導老師謝志成 

           國畫類: 佳作 二年九班黃一翔      指導老師謝志成 

                   佳作  三年九班盧立婷     指導老師謝志成 

八十八年度第二學期三年四班李靜怡同學參加第三十屆日本世界兒        

    童美術比賽榮獲銅牌獎獲大溪鎮鎮長及家長會長頒發獎金 12000   

    元                                    指導老師謝志成 

八十九年度第二學期三年一班黃舒翊同學三參加第三十一屆日本世 

     界兒童繪畫選拔榮獲優選獎             指導老師謝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