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國高中職校設計行銷創意競賽活動 

得獎名單公告 

LINE貼圖作品(A組)個人競賽-前三名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第一名 能仁家商 許○真 吳○卉 

    

第二名 黎明高中 呂○源 周○宸 

第二名 穀保家商 徐○娟 吳○宏 

第二名 穀保家商 徐○娟 吳○榛 

第二名 滬江高中 劉○慶 周○彤 

第二名 滬江高中 劉○慶 黃○雅 

    

第三名 屏榮高中 王○棋 邱○ 

第三名 三重商工 鄭○蘭 李○珈 

第三名 東海高中 楊○鯨 蕭○襄 

第三名 東海高中 鄭○晴 呂○恩 

第三名 能仁家商 許○真 謝○婷 

第三名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禎 

第三名 能仁家商 許○真 黃○靜 

第三名 穀保家商 徐○娟 胡○嘉 

第三名 滬江高中 劉○慶 江○誠 

 

第一名每人錦旗、獎狀各一幀，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 

第二名每人錦旗、獎狀各一幀。 

第三名每人錦旗、獎狀各一幀。 

  



LINE貼圖作品(A組)個人競賽-佳作優等獎 

佳作優等獎 屏榮高中 王○棋 陳○辰 

佳作優等獎 屏榮高中 王○棋 黃○ 

佳作優等獎 二信高中 陳○宏 曾○怡 

佳作優等獎 二信高中 陳○宏 沈○穎 

佳作優等獎 二信高中 陳○宏 劉○瑀 

佳作優等獎 二信高中 陳○宏 林○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潘○妏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陳○瑜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楊○鯨 施○文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陳○安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楊○鯨 廖○瑋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黃○雯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劉○玟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林○靖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鄭○晴 林○暘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娟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王○碩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黃○琳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嶧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芸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紜 

佳作優等獎 穀保家商 徐○娟 劉○珠 

佳作優等獎 穀保家商 徐○娟 黃○茹 

佳作優等獎 穀保家商 徐○娟 林○青 

佳作優等獎 義民高中 許○茹 徐○蓮 

佳作優等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劉○華 

佳作優等獎 東吳高工 林○吟 李○琪 

佳作優等獎 東吳高工 林○吟 蔡○慧 

佳作優等獎 協同高中 林○寬 劉○葳 

佳作優等獎 協同高中 林○寬 吳○蒨 

佳作優等獎 東勢高中 梁○平 李○凌 

佳作優等獎 東勢高中 梁○平 葉○瑋 

佳作優等獎 嶺東高中 楊○喬 曾○甯 

佳作優等獎 滬江高中 王○閔 王○恩 

佳作優等獎 滬江高中 劉○慶 陳○璇 

 

佳作優等獎每人獎狀一幀。  



LINE貼圖作品(A組)個人競賽-佳作獎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蘇○娸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寧○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潘○淳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潘○瑄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湯○鈞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蘇○娸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辜○佑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謝○婷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珍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智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妮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劉○恩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寧○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儀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周○庭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楊○蓉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賴○瑋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吳○卉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禎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黃○靜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鍾○涵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寬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智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賴○瑋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廖○芸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吳○芸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寬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黃○琳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安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潘○瑄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安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劉○恩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林○蓁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珍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楊○蓉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鍾○涵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儀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李○廷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吳○綺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楊○予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朱○偉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杜○良 

佳作 穀保家商 徐○娟 萬○頎 

佳作 金甌女高 劉○南 方○錡 

佳作 金甌女高 劉○南 吳○庭 

佳作 金甌女高 劉○南 李○涵 

佳作 金甌女高 劉○南 張○淇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段○倫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蔣○筑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李○妤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曹○菁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林○恩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黃○琳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李○君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朱○維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劉○壹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温○霈 

佳作 滬江高中 劉○慶 許○禎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趙○婕 

佳作 滬江高中 劉○慶 黃○暄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呂○潔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劉○豪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高○升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楊○崙 

佳作 滬江高中 王○閔 黃○禹 

 

佳作獎每人獎狀一幀。 

  



LINE貼圖作品團體競賽獎 

獎 項 學 校 

第一名 能仁家商 

    

第二名 滬江高中 

    

第三名 穀保家商 

 

團體獎第一名，錦旗一幀。 

團體獎第二名，錦旗一幀。 

團體獎第三名，錦旗一幀。 

 

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入場前請先填寫防疫實聯制問卷! 

 

 

https://forms.gle/whA2wmGrqG45rMRy9 

填寫防疫實聯制登記表 

 

 

https://forms.gle/whA2wmGrqG45rMRy9


2O21年全國高中職校設計行銷創意競賽活動 

得獎名單公告 

LINE貼圖作品(B組)個人競賽-前三名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第一名 東海高中 楊○鯨 林○妮 

    

第二名 景文高中 曾○萳 江○瑄 

    

第三名 二信高中 陳○宏 江○欣 

第一名 錄取 1名，錦旗、獎狀各一幀及須崎市心巧君原創紀念獎。 

第二名 錄取 1名，錦旗、獎狀各一幀及須崎市心巧君原創紀念獎。 

第三名 錄取 1名，錦旗、獎狀各一幀及須崎市心巧君原創紀念獎。 

LINE貼圖作品(B組)個人競賽-佳作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佳作 東海高中 鄭○晴 洪○妮 

佳作 景文高中 曾○萳 金○賢 

佳作 景文高中 曾○萳 李○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陳○翰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王○侖 

佳作 淡江高中 顧○心 大○桃寧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林○晴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游○維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張○齊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寬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嶧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娟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周○庭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李○芸 

佳作 二信高中 陳○宏 李○軒 

增額頒發優良作品獎項: 

因本次競賽活動報名十分踴躍，經主辦單位與競賽評審討論通過，將增額頒發優良 

作品獎項。 

佳作獎每人獎狀一幀及須崎市心巧君原創紀念獎。 



LINE貼圖作品(B組)個人競賽-友誼創作獎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張○霖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方○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吳○蓉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張○筠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簡○萱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廖○緯 

友誼創作 淡江中學 顧○心 張○瑜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何○貞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呂○源 周○宸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余○馨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劉○伶 

友誼創作 淡江中學 顧○心 呂○慈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黃○傑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郝○若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郭○強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洪○君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張○恩 

友誼創作 三重商工 鄭○蘭 李○珈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卓○恩 

友誼創作 淡江高中 顧○心 盧○宏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冷○威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陳○智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潘○瑄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黃○靜 

友誼創作 淡江高中 顧○心 鄭○誼 

友誼創作 景文高中 曾○萳 劉○君 

友誼創作 景文高中 曾○萳 王○萱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黃○婷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黃○鄞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周○和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王○帝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陳○暟 

友誼創作 二信高中 陳○宏 吳○軒 



友誼創作 滬江高中 劉○慶 江○誠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吳○卉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賴○瑋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禎 

友誼創作 能仁家商 許○真 謝○婷 

友誼創作 景文高中 曾○萳 苗○柔 

友誼創作 淡江中學 顧○心 王○潔 

友誼創作 景文高中 曾○萳 余○穎 

友誼創作 景文高中 曾○萳 蒲○璇 

 

因本次競賽活動報名十分踴躍，經主辦單位與競賽評審討論通過，將增額頒發優良 

作品獎項。 

友誼創作獎每人獎狀一幀。 

 

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入場前請先填寫防疫實聯制問卷! 

 

 

https://fOrms.gle/whA2wmGrqG45rMRy9 

填寫防疫實聯制登記表 

 

 

https://forms.gle/whA2wmGrqG45rMRy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