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系列活動 

2020第十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東區初賽】 

視覺藝術類評選公告 

平面繪畫    兒童組 

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單位 評選 

1 施睿豪 「我想…」 寶桑國小 特優 

2 王麗琳 「我想…」 寶桑國小 特優 

3 張嘉琪 我想當公主 寶桑國小 特優 

4 張順麟 我想去香港看衝鋒車 寶桑國小 特優 

5 古雅婷 我想變成一隻鳥 關山國小 特優 

6 陳鼎翔 我想當警察 寶桑國小 優等 

7 胡駿彥 港口 寶桑國小 優等 

8 陳鈞家 「我想…」 寶桑國小 優等 

9 柯淳文 我想當警察 寶桑國小 優等 

10 朱天正 「我想…」 縣寶桑國小 優等 

11 鍾喆邑 我想當消防員 寶桑國小 佳作 

12 林洳伊 我想要彩色的影子 無 佳作 

13 郭怡吟 我想學英文 寶桑國小 佳作 

14 張怡婷 我想當士兵 寶桑國小 佳作 

15 王怡婷 「我想…」 縣寶桑國小 佳作 

16 賴幸安 彩色影子會跳舞！ 無 入選 

17 黃詠璟 我想飛到外太空 關山國小 入選 

18 方宥翔 我想住在音樂星球上 關山國小 入選 

19 莊嘉豪 我想介紹台東的美景 關山國小 入選 

20 李俊逵 我想當車長 寶桑國小 入選 

21 陳承恩 我想當士兵 寶桑國小 入選 

22 胡蘇暐紘 我想要彩色的影子 無 入選 

23 余苔森 我想要新冠肺炎的疫情快快過去 關山國小 入選 

24 吳昊峻 海綿寶寶的奇幻世界 寶桑國小 入選 

25 李玟瑩 合作 無 入選 

26 林駿睎 彩色影子會跳舞！ 無 入選 

27 吳和叡 我喜歡的動物、昆蟲 無 入選 

28 王千慈 我想彩色生活 寶桑國小 入選 

29 陳奕宏 我想彩色生活 寶桑國小 入選 

30 高陳晉維 我想彩色生活 寶桑國小 入選 

31 王晨宇 我想彩色生活 寶桑國小 入選 

32 洪葦姍 我想和汽車總動員一起比賽 寶桑國小 入選 

33 蔡承佑 彩色影子跟著我！ 無 入選 



34 鄧宇銓 彩色影子跟著我！ 無 入選 

35 郭長安 彩色影子會跳舞！ 無 入選 

 

 

    

 

 

 

 

 

 

 

 

 

 

 

 

 

 

 

 

 

 

 

 

 

 

 

 

 

 

 

 

 

 

 

 

 

 

 

 

 

 



 

 

 

 

 

 

 

 

 

 

 

 

平面繪畫    青少年組 

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單位 評選 

1 古俊皓 我想開火車 關山國中 特優 

2 羅曼琳 我的手套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特優 

3 吳佳臻 我想去游泳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特優 

4 余友賢 我不想跟弟弟玩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特優 

5 蔡宥勝 膺眼 國風國中 特優 

6 蔡宇杰 我想成為機長 美崙國中 特優 

7 黃浩維 我想搭熱氣球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8 謝畯丞 我喜歡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9 李婷萱 我想去水族館參觀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10 李尚錡 我的棒球夢 台東專科學校 優等 

11 王依婷 台東天后宮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2 成品睿 「我想…」 台東專科學校 優等 

13 余哲遜 我想成為空軍 關山國中 佳作 

14 謝承軒 我想與爸爸一起釣魚 無 佳作 

15 王俊華 我想成為羽毛球選手 關山國中 佳作 

16 吳少威 我想要去未來世界 無 佳作 

17 林鈺超 我想划龍舟 基隆市星兒鍵盤 佳作 

18 林旺聖 我想當國軍 關山國中 佳作 

19 陳旻龍 我想要去海星島 無 入選 

20 呂以菲 我想玩寶可夢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21 蔡其航 我想跟爸爸一起捕魚 無 入選 

22 周智傑 我想要去海底世界 無 入選 

23 林子蓉 我想坐熱氣球去旅行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24 李峻德 我想要住在大城堡 無 入選 

25 黃博彥 美好台灣 國風國中 入選 

26 黃思芸 我想當蠟筆小新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27 鍾汶禎 我想看著星空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平面繪畫    成人組 

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單位 評選 

1 鄭吉星 仙人掌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特優 

2 林士超 瓢蟲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特優 

3 李春英 我是設計師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特優 

4 吳李婉玲 我是牙醫師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特優 

5 塗麗華 我想像中的奇異世界 慎修養護中心 特優 

6 魏賢義 「我」 花蓮縣黎明教養院 特優 

7 高靜怡 我想要喜歡你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8 余漢文 我想要有屬於自己的天地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9 高志龍 我想去美麗的校園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0 林立民 我想當空服員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1 林世偉 我想陪著媽媽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2 陳文敏 我想去海邊玩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3 陳湘萍 我想念男友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4 陳胤凱 我想當巨人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優等 

15 林雅婷 我的畫畫老師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16 梁秀英 獅子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17 何宜達 在花園裡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18 黃榮富 我想當衝浪高手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19 張世緯 我想去外太空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0 游皎 我想和老師去野餐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1 陳采唐 我想當個糕點師傅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2 呂明峯 我想當快樂農夫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3 陳彥嬛 我想跟老師一起看彩虹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4 侯宏儒 我想去看演唱會 台東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5 戴均容 我想當漂亮公主 台東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6 傅榮貴 我想在再看一次"懂懂槍"!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優等 

27 林素湮 櫻花樹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優等 

28 唐茹玲 我是一隻小鳥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優等 

29 黃詩涵 我想參加豐年祭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0 葉俊延 我想結婚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1 陳夢君 我想環遊世界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2 鄭亦倢 我想念家人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3 陳怡婷 我想飛出去玩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4 李大宇 我想養動物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5 張耀峻 我想搭船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6 徐家鳳 鳳凰花開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37 薛秀花 我想跟媽媽去嘉蘭山上散步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佳作 

38 以賽亞.以匠 花盆的朋友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39 鄭孝賢 我的茶壺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0 李明憲 我的美術老師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1 周維昌 盆花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2 高茹萍 我是女巫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佳作 

43 譚明瑞 我想去搭阿里山的小火車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4 潘永仁 通往幸福之門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5 馬光榮 我想當個公車司機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6 蔡尚峻 我想參加才藝比賽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7 陳瑩尉 我想去日本迪士尼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佳作 

48 戴日榮 我想去綠島玩 救星教養院 佳作 

49 潘玉梅 我想成為畢卡索 慎修養護中心 佳作 

50 溫大衛 我是旅行家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佳作 

51 侯雨吟 我想放風箏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2 李傳龍 我想當尼仕奇燕子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3 李俊錡 我想要彩虹幫我實現願望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4 劉勇孝 我想成為飛龍在天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5 何宗洋 我想吃美食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6 紀雅婷 我想環遊世界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7 姜夢萍 我想要有一顆包容、同理的心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8 羅賴玟伶 我想要夢想成真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59 張梓安 我想看風景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0 邱怡穎 我想搭熱氣球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1 林慶文 我想念姐姐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2 陳映潔 我想要跟家人搭熱氣球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3 蔡柏仙 我想搭熱氣球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4 林書辰 我想吃山地美食 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5 胡秀穎 我想花花世界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66 郭旺祥 我想出去玩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7 胡正榮 我想家鄉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68 周以勤 我想快樂園區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69 潘璽安 我想要的理想世界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70 莊智臣 我想遊山玩水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71 林麗華 我種的樹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72 王政文 我想念鸞山部落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73 邱冠穎 秋天的樹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74 楊基杰 我想去草原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75 黃柔玟 我想祕密花園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76 陳欣梅 我想吃蘋果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77 楊淑容 我想..我的家園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78 張淑雲 我想-我的海底世界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79 鄭偉聖 我想搭遊輪去遊行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0 李宜璉 幸福的一家人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1 陳彥明 我想穿越時空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2 李欣樺 我想跟家人去郊遊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3 劉暐辰 我要登上最高峰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4 張芷禎 我想當個藝術家 台東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5 夏忠平 我的日常生活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入選 

86 李玉鳳 我想與兔子玩耍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87 葉孟霖 我想當歌手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88 陳呈東 我想..我是太空人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89 鄒易廷 我想和大家一起在太平開心的生活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入選 

90 鄒歐招 我想畫畫!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入選 

91 張秀美 我想天天清晨都去太平國小散步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入選 

92 潘家齊 我想去看神明的宴會!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入選 

93 陳岳鴻 我想實現棒球夢 臺東縣失智者關懷協會 入選 

94 黃仲亭 我想當第一名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95 謝秀妹 我想去金針山賞花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96 黎明光 我想當醫生 慎修養護中心 入選 

97 林詩雅 我想成為更好的自己 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