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年度「我畫我話–身心障礙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北區 
001 台北市文山區 文山國小 李威橙 

002 台北市永愛發展中心 鄒雨瑄 

003 台北市永愛發展中心 陳樹生 

004 台北市永愛發展中心  戴暐勳 

005 新北市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黃安 

006 新北市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鄭鈺璋 

007 新北市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吳毓雯 

008 新北市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蔡明裕 

009 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郭曉惠 

010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杜思敬 

011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沈冠廷 

012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張惠怡 

013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王坤瓏 

014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曾清皇 

015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黃諧得 

016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張祐源 

017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白建鵬 

018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李昂耕 

019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蘇建榮 

020 新北市春暉啟能中心 林居三 

021 新北市三峽身心障礙福利中心 李昱璋 

022 新北市新店央北小作所 黃凱羿 

023 新北市新店央北小作所 吳家傑 

024 新北市新店央北小作所 孫寅棟 

025 新北市新店央北小作所 劉岱祥 

026 新北市三重五華日間照顧中心 陳依圻 

027 新北市三重五華日間照顧中心 陳家慧 

028 新北市三重五華日間照顧中心 黃培倫 

029 新北市中和發展中心 陳群翔 

030 新北市新豐小作所 許宏竹 

031 新北市樹林彭福小作所 劉芳瑜 

032 新北市樹林彭福小作所 董青翰 

033 新北市樹林彭福小作所 姚佳伶 

034 新北市樹林彭福小作所 程冠瑋 

035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李彥璋 



中區 
053 新竹市北區 李佳舫 

054 新竹縣竹北市 竹仁國小 吳庭緯 

055 新竹縣尖石鄉 梅花國小 田允皓 

056 台中市大雅區 大雅國中 鍾明學 

057台中市大雅區 大雅國中 謝有冠 

058台中市大雅區 大雅國中 田侑築 

059台中市大雅區 大雅國中 林育安 

060台中市豐原區 山線社區復健中心 林文岳 

061彰化縣私立慈生仁愛院 朱婉菁 

062彰化縣私立慈生仁愛院 黃少鋒 

南區 

036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劉文斌 

037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賴宏鈞 

038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黃健夫 

039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楊千儀 

040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吳宜臻 

041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余君威 

042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林子皓 

043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李程育 

044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發展推動協會-生活芳洲 呂學林 

045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發展推動協會-生活芳洲 陳佩萱 

046 桃園市蓮心康復之家 劉任芳 

047 桃園市蓮心康復之家 李姿儀 

048 桃園市八德區農會附設佳美社區復健中心 江信毅 

049 宜蘭縣羅東鎮 王之昀 

050 宜蘭教養院 林錫虎 

051 宜蘭教養院 葉建宏 

052 宜蘭教養院 黃薰儀 

063 嘉義縣太保市 蔡致凡 

064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黃奕偉 

065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鄭惠文 

066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劉慶源 

067 台南市佳里區 吳楷思 

068 台南市安南區 于楷葳 

069 台南市南區   伊甸幸運草日間作業設施 陳彥宇 

070 台南市佳里區 伊甸蒲公英日間作業設施 王琪雯 

071 台南市佳里區 伊甸蒲公英日間作業設施 張華進 

072 台南市佳里區 伊甸蒲公英日間作業設施 謝文妤 

073 台南市中西區 樂活社福基金會-樂活島小作所 王芊涵 

074 台南市歸仁區 樂活太陽花 楊嘉欣 



 

 

 

東區 

075 台南市歸仁區 樂活太陽花 汪昭賢 

076 台南市弘福社區關懷照顧協會 李珮瑄 

077 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附設佳里作業小坊 林思嫻 

078 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附設佳里作業小坊 蔡惠如 

079 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附設佳里作業小坊 李宜柔 

080 高雄市楠梓區 陳韋佑 

081 高雄市路竹區 林群詔 

082 高雄市鳳山區 楊新祈 

083 高雄市小港區 蘇亦禾 

084 高雄市鹽埕區 龍華國小 李浚禾 

085 高雄市三民區 博愛國小 呂庭妤 

086 高雄市三民區 新上國小 劉宥宸 

087 高雄市三民區 民族國中 詹秉紘 

088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國小 鍾偉仁 

089 高雄市仁武區 陽明國中 李宥翰 

090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學校 陳志謙 

091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吳鎮安 

092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林羿辰 

093 高雄市喜憨兒和發庇護工廠 蕭家宏 

094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基金會 

-展翅高飛-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曾宜姍 

095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郭雨晴 

096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謝皓哲 

097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謝碧娟 

098 高雄市三民區 樹德家商 黃鎮遠 

099 高雄市三民區 樹德家商 黃敬庭 

100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王增圓 

101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藍鳳珍 

102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張小鳳 

103 屏東縣屏東市  陳冠宏 

104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趙淑玲 

105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李天顯 

106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莊毓晨 

107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陳夢君 

108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世偉 

109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黃思芸 

110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立民 

111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詩雅 

112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慶文 



＊注意事項  

1.今年度「我畫我話」繪畫比賽於 111年 9月 17日（六）至 111年 10月

16日（日），假臺北市中山堂展出，並於 9 月 17 日(六)舉辦頒獎典禮。 

2.礙於作業程序，本會將以電話聯絡得獎者，檢附「領獎調查表」(如附

檔)，確認是否參加 111年 9月 17日(星期六)下午二點於臺北市中山堂

(台北市延平南路 98號，西門站 5號出口)頒獎典禮。 

3.「領獎調查表」填妥後，請於 9 月 12 日(星期一)前以 E-mail、傳真或

郵寄至本會。 

4.為鼓勵得獎者臨蒞授獎，凡頒獎典禮當日與會者，本會將提供得獎者及

陪同者乙位，車馬費用以茲鼓勵。 

北區 大台北、基隆、桃園、宜蘭 車馬費用 200元整 

中區 竹、苗、台中、彰化、南投 高鐵/台鐵來回車資

補助(註一) 南區、東區 雲嘉南、高屏、花東、離島 

     註一：得獎者欲申請高鐵/台鐵車資補助，請於活動結束後，將車票

正本及欲轉入之存摺帳號影本寄至本會，便利工作人員款項

支匯。 

5.得獎者若無法親自領取者，亦需填寫「領獎調查表」，本會將於巡迴畫

展結束後，將獎座寄至得獎者通訊處。                                                                                                                                                                                                                                                                                                                                                                                                                                                                                                                                                                                                                                                                                                                                                                                                                                                                                                                                                                                                                                                                                                                                                                                                                                                                                                                                                                                                                                                                                                                                                                                                                                                                                                                                                                                                                                                                                                                                                                                                                                              

6.若相關資料不齊，將影響寄送時間，請各得獎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7.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範，9月 17日(星期六)頒獎典禮

規定內容如下： 

(1)本場館就出入人員進行體溫監測，體溫超過 38度不得進入。 

(2)進入本場館內，應全程配戴口罩。  

(3)進入本場館內，禁止飲食行為(飲用水除外)。 

(4)相關防疫措施將依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政策，作滾動式調整。 

8.樹仁基金會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2-2893-6122     傳真(Fax):02-2893-6131 

E-mail：love.tree73@msa.hinet.net  

郵寄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華南巷 16號 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