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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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者 

第一名 樟樹高中 無 賴○安 

 

第二名 東吳高工 林○吟 朱○賢 

第二名 屏榮高中 王○棋 劉○畇 

第二名 屏榮高中 王○棋 潘○涵 

第二名 宜蘭高商 爐○文 張○茜 

第二名 松山家商 陳○玲 張○茹 

 

第三名 滬江高中 劉○慶 許○禎 

第三名 景文高中 曾○萳 江○瑄 

第三名 屏榮高中 王○棋 劉○畇 

第三名 屏榮高中 王○棋 劉○甄 

第三名 東海高中 楊○鯨 朱○霏 

第三名 東海高中 楊○鯨 林○暘 

第三名 東海高中 楊○鯨 陳○瑜 

第三名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紜 

第三名 康橋學校 曹○軒 黃○嫺 

 

第一名 錄取1名 每人錦旗、獎狀各一幀，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 

第二名 錄取5名 每人錦旗、獎狀各一幀。 

第三名 錄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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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 得獎者 

佳作優等獎 明誠高中 吳○蘭 潘○彣 

佳作優等獎 新社高中 呂○謙 蔡○威 

佳作優等獎 滬江高中 王○閔 呂○潔 

佳作優等獎 滬江高中 張○慧 劉○雲 

佳作優等獎 景文高中 曾○萳 金○賢 

佳作優等獎 景文高中 曾○萳 陳○柔 

佳作優等獎 景文高中 曾○萳 苗○柔 

佳作優等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吳○翎 

佳作優等獎 屏榮高中 王○棋 黃○ 

佳作優等獎 屏榮高中 王○棋 劉○潔 

佳作優等獎 苑裡高中 湯○媛 賴○裕 

佳作優等獎 振聲高中 劉○伶 林○嬡 

佳作優等獎 振聲高中 劉○伶 郭○瑄 

佳作優等獎 振聲高中 劉○伶 陳○芳 

佳作優等獎 大園高中 張○ 詹○穎 

佳作優等獎 宜蘭高商 爐○文 林○驊 

佳作優等獎 羅東高商 吳○柔 林○潔 

佳作優等獎 三重高工 古○艷 廖○誼 

佳作優等獎 東海高中 楊○鯨 朱○霏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林○蓁 

佳作優等獎 能仁家商 許○真 劉○樺 

佳作優等獎 松山家商 陳○玲 吳○璇 

佳作優等獎 松山家商 陳○玲 胡○媗 

佳作優等獎 松山家商 陳○玲 張○婕 

佳作優等獎 松山家商 陳○玲 黃○瑋 

 

佳作優等獎 每人獎狀各一幀 

  



LINE貼圖作品(A組)個人競賽-佳作獎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 得獎者 

佳作獎 滬江高中 王○閔 曹○菁 

佳作獎 滬江高中 王○閔 蔣○筑 

佳作獎 滬江高中 張○慧 邱○慈 

佳作獎 景文高中 曾○萳 高○穗 

佳作獎 景文高中 曾○萳 李○霖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何○億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李○庭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林○伃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張○禎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莊○瑄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傅○琪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黃○喬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劉○妤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劉○嫻 

佳作獎 東吳高工 黃○漵 盧○翰 

佳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蕭○萱 

佳作獎 金甌女中 劉○南 林○瑩 

佳作獎 屏榮高中 王○棋 林○蓁 

佳作獎 屏榮高中 王○棋 郭○妤 

佳作獎 苑裡高中 湯○媛 王○筑 

佳作獎 苑裡高中 湯○媛 鄭○竣 

佳作獎 苑裡高中 湯○媛 余○芯 

佳作獎 苑裡高中 湯○媛 梁○宸 

佳作獎 苑裡高中 湯○媛 羅○澤 

佳作獎 振聲高中 劉○伶 李○蒨 

佳作獎 振聲高中 劉○伶 曾○貽 

佳作獎 振聲高中 劉○伶 潘○伃 

佳作獎 三重高工 林○卉 朱○昕 

佳作獎 三重高工 無 潘○臻 

佳作獎 東海高中 鄭○晴 王○禎 

佳作獎 東海高中 楊○鯨 呂○恩 

佳作獎 東海高中 楊○鯨 林○仟 

佳作獎 東海高中 鄭○晴 葉○慧 



佳作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嶧 

佳作獎 能仁家商 許○真 邱○婷 

佳作獎 能仁家商 許○真 高○峻 

佳作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游○瑩 

佳作獎 能仁家商 許○真 劉○璇 

佳作獎 光復高中 梁○珍 葉○妤 

佳作獎 光復高中 梁○珍 張○卉 

佳作獎 松山家商 陳○玲 張○庭 

佳作獎 松山家商 陳○玲 曾○睿 

佳作獎 松山家商 陳○玲 黃○晴 

佳作獎 松山家商 陳○玲 葉○妤 

佳作獎 穀保家商 李○懿 羅○傑 

 

佳作獎 每人獎狀各一幀 

  



LINE貼圖作品(A組)個人競賽-創作獎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 得獎者 

創作獎 立苑高中 湯○媛 陳○唯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王○丞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徐○寧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陳○慧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陳○瑄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蔡○隆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羅○慧 

創作獎 暨南附中 柯○馨 竇○慈 

創作獎 羅東高商 吳○柔 王○昇 

創作獎 東吳高工 林○吟 何○靚 

創作獎 松山家商 陳○玲 方○媛 

創作獎 穀保家商 王○芳 洪○蓁 

創作獎 穀保家商 無 林○伃 

創作獎 穀保家商 王○芳 林○茹 

創作獎 穀保家商 王○芳 黃○茹 

 

創作獎 每人獎狀各一幀 

經評審團決議增列創作獎為鼓勵獎項 

  



LINE貼圖作品團體競賽獎 

獎 項 學 校 

第一名 東吳高工 

第二名 屏榮高中 

第三名 東海高中 

最佳團隊獎 松山家商 

 

第一名 錦旗一幀 

第二名 錦旗一幀 

第三名 錦旗一幀 

最佳團隊獎 獎狀一幀 

 

2022年全國高中職校設計行銷創意競賽活動出席頒獎典禮調查表(請務必填寫) 

 

https://forms.gle/rNihd9FNvF5CZeup8 

 

 



2O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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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者 

第一名 景文高中 曾○萳 江○瑄 

 

第二名 屏榮高中 王○棋 蘇○甄 

 

第三名 能仁家商 許○真 張○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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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者 

佳作 滬江高中 劉○慶 許○禎 

佳作 景文高中 曾○萳 王○萱 

佳作 景文高中 曾○萳 劉○君 

佳作 穀保家商 李○懿 羅○傑 

佳作 屏榮高中 吳○傑 楊○佩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高○紘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劉○恩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劉○樺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劉○璇 

佳作 能仁家商 許○真 鄭○○曄 

佳作 東吳高工 陳○堂 吳○君 

佳作 東吳高工 陳○堂 賴○謙 

佳作 樟樹高中 無 賴○安 

佳作獎 每人獎狀一幀及須崎市心巧君原創紀念獎。 

增列名額 



LINE貼圖作品(B組)個人競賽-鼓勵獎 

獎項 校名 指導老師姓名 得獎者姓名 

鼓勵獎 景文高中 曾○萳 翁○穎 

鼓勵獎 屏榮高中 王○棋 鄭○靜 

鼓勵獎 羅東高商 吳○柔 李○榆 

鼓勵獎 羅東高商 吳○柔 莊○蔓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王○榛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嶧 

鼓勵獎 能仁家商 李○妮 李○妮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李○芸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周○豪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林○陽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林○蓁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高○峻 

鼓勵獎 能仁家商 許○真 曾○峰 

鼓勵獎 東吳高工 陳○堂 黃○瑜 

鼓勵獎 東吳高工 陳○堂 江○緯 

鼓勵獎 東吳高工 陳○堂 楊○婷 

鼓勵獎 東吳高工 陳○堂 蔡○翰 

鼓勵獎 每人獎狀一幀。 

增列獎項 

 

2022年全國高中職校設計行銷創意競賽活動出席頒獎典禮調查表(請務必填寫) 

 

https://forms.gle/rNihd9FNvF5CZeu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