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110年度「我畫我話–身心障礙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北區 
001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國小 賴奕丞 

002 台北市南港區 成德國小 翁宇廷 

003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高工 張恩博 

004 台北市南港區  林依樺 

005 台北市健軍團體家庭 王麗玲 

006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黃馨康 

007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李佳軒 

008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趙威寯 

009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萬百賢 

010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李欣宇 

011 台北市恆愛發展中心  陳思萍 

012 新北市新莊區 豐年國小 羅紹佑 

013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吳宜臻 

014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林昱達 

015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郭宸瑀 

016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陳芯羽 

017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薛功華 

018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洪珮軒 

019 新北市板橋區 光仁中學(國中部) 林宜蓁 

020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發展推動協會五股生活芳洲  陳頎丰 

021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劉樂平 

022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賴冠伶 

023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林桂卿 

024 新北市樂山教養院 沈冠廷 

025 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高鵬傑 

026 新北市三重五華日間照顧中心 詹宜樺 

027 新北市三重五華日間照顧中心 羅鈞瑋 

028 新北市中和發展中心 趙沛蕾 

029 新北市中和發展中心 丘安泰 

030 新北市中和發展中心 范世葦 

031 新北市新豐小作所 傅玉承 

032 新北市新豐小作所 劉書妤 

033 新北市新豐小作所 林詩倩 

034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劉文斌 

035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李彥璋 



 

中區 
059 新竹縣關西鎮 邱筠茵 

060 苗栗縣 為恭醫院精神醫療中心 陸珮玲 

061 苗栗縣 為恭醫院精神醫療中心 黃聖崴 

062 苗栗縣 為恭醫院精神醫療中心 鍾蕙如 

063 苗栗縣 為恭醫院精神醫療中心 林永洲 

064 台中市西屯區 黎明國中 曾恩通 

065 台中市潭子區 北興國中 蔡幀珅 

066 台中特殊教育學校 孫郁茵 

067 台中市僑光科技大學 林承君 

068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林松林 

069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鄭軒任 

070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陳俊宇 

071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廖右農 

072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廖珮吟 

073 社團法人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嚴淑惠 

074 南投縣迦南康復之家 古守裕 

036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李程育 

037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黃健夫 

038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余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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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柏康 

041 社團法人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新店工作坊 賴宏鈞 

042 桃園市中壢區  胡曉晴 

043 桃園市心燈啟智教養院 廖宏杰 

044 社團法人桃園市視障輔導協會 黃婉瑜 

045 社團法人桃園市視障輔導協會 毛昌福 

046 社團法人桃園市視障輔導協會 劉文煜 

047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吳玉鳳 

048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謝博欣 

049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吳小鳳 

050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吳秋鳳 

05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官瑞芳 

05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李國明 

053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茅興邦 

054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鍾靜宜 

055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林蓓馨 

056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賴玲惠 

057 宜蘭教養院 林宏逸 

058 宜蘭教養院 林錫虎 



075 彰化市 大竹國小 石峻丞 

076 彰化市 彰泰國中 林晉弘 

077 彰化縣埔心鄉 太平國小 張晏綺 

078 彰化縣花壇鄉 花壇國中 張榛芸 

079 彰化縣北斗鎮 北斗國中 賴辰彥 

080 彰化縣視障者關懷協會 許聖杰 

081 彰化縣慈恩庇護休閒農場 施志偉 

 

南區 
082 雲林縣虎尾鎮 虎尾國小 吳宜蓁 

083 嘉義市東區 周妤玲 

084 嘉義縣太保市 太保國中 蔡致凡 

085 嘉義縣太保市 陳立倫 

086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郭芳伶 

087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王一珊 

088 嘉義縣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簡百昇 

089 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西港作業小坊 黃士銘 

090 高雄市三民區 博愛國小 郭柏緯 

091 高雄市三民區 民族國中 黃鎮遠 

092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國小 鍾偉仁 

093 高雄市左營區 立志中學(高職部) 涂仕軒 

094 高雄市小港區 蘇亦禾 

095 高雄市楠梓區  陳韋佑 

096 高雄市湖內區 吳鎮安 

097 高雄市鳳山區 民族國中 林庭萱 

098 高雄市鳳山區  楊新祈 

099 高雄市高苑工商 史京祐 

100 高雄市海青工商 許閎翔 

101 高雄市高雄高工 林家弘 

102 高雄市春日工坊 宋濬旭 

103 高雄市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歐承恩 

104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曾宜姍 

105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謝皓哲 

106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張榮旋 

107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郭秋菊 

108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楊惟松 

109 高雄市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樊周偉 

110 屏東市 陳冠宏 

111 屏東縣林邊鄉 林邊國中 李丞博 

112 屏東縣枋寮鄉 枋寮高中 孫永成 

113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鍾詠翔 



 

 

 

東區 

 

 

 

 

 

 

 

 

 

114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陳榮洋 

115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賴建宇 

116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吳佳臻 

117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李欣樺 

118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鄭偉聖 

119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馬光榮 

120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林昱任 

121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謝畯丞 

122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郭倍言 

123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邱冠穎 

124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李明憲 

125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羅曼琳 

126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林麗華 

127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鄭孝賢 

128 社團法人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鄭吉星 

129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余漢文 

130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彭振弘 

131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莜薇 

132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世偉 

133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鄭亦倢 

134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莊淳娟 

135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林仕翌 

136 財團法人台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蔡柏仙 



※ 注意事項： 

1. 因應疫情關係，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今年度將取消「實體頒獎典禮」，

改以「線上頒獎」辦理。 

2. 第十一屆「我畫我話」繪畫比賽於 110年 9月 18日（六）至 110年 10

月 17日（日），假臺北市中山堂展出(台北市延平南路 98號，西門站 5

號出口) 

3. 線上頒獎典禮： 

(1) 日期：110年 9月 18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舉辦。 

(2) 撥放平台：樹仁基金會 facebook及中山堂「4f劇場咖啡」facebook

同步撥出。 

4. 得獎獎座，於頒獎活動結束後寄發。 

5. 9月 18日開幕暨頒獎典禮流程表，屆時於本會網站及 facebook公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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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