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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E1 E1-0142 雲林縣 張竑毅 瑞芳金山 張漢(其二) 立仁國民小學 朱怡貞

特優 E1 E1-0140 雲林縣 李東騰 旗山舊礮臺懷古(節錄) 安慶國民小學 劉禾寰

優等 E1 E1-0182 屏東縣 蕭鼎秝 西螺大橋 勝利國小 林美鳳

優等 E1 E1-0092 高雄市 薛伊涵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加昌國小 無

甲等 E1 E1-0054 新北市-中區 趙凌涵 文旦柚 廣福國小 趙志峯

甲等 E1 E1-0139 雲林縣 林柏均 紅樓夢-詠白海棠 公誠國民小學 林揚偉

甲等 E1 E1-0129 臺北市-北區 陳晨恩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無 

佳作 E1 E1-0001 桃園市-北區 葉劉旂 黃逢昶 臺灣竹枝詞七十五首之三十 光明國小 黃天生

佳作 E1 E1-0005 桃園市-北區 李宜祐 黃逢昶 臺灣竹枝詞七十五首之三十 大忠國小 蔡佳玲

佳作 E1 E1-0009 桃園市-南區 詹昀翰 臺灣竹枝詞七十五首之三十 有得國中小 楊雅玲

佳作 E1 E1-0022 花蓮縣 劉峻岓 切割歐亞的交線 慈大附中國小部 邱奕玫

佳作 E1 E1-0026 臺東縣 鍾詠程 種蠔-許後根 馬蘭國小 林素珍

佳作 E1 E1-0047 新北市-北區 梁馨方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黃玟菁

佳作 E1 E1-0048 新北市-北區 劉純瑋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黃玟菁

佳作 E1 E1-0056 新北市-中區 黃穎庭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無

佳作 E1 E1-0058 新北市-中區 吳星霆 她的母語日(節錄) 莒光國小 曾雅茲

佳作 E1 E1-0059 新竹縣 范耘誠 逍遙遊 縣立大同國小 魏志菁

佳作 E1 E1-0064 新竹縣 曾繹璇 藏氣 縣立興隆國小 蕭淳鴻

佳作 E1 E1-0065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李沅錡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佳里國小 楊淨惠

佳作 E1 E1-0066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楊郁芸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佳里國小

佳作 E1 E1-0074 臺南市-南區 孫圓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崇明國小 吳彩瑜

佳作 E1 E1-0080 宜蘭縣 莊凱鈞 節錄羅智成夢中書店 北成國小 游祥珉

佳作 E1 E1-0083 宜蘭縣 黃曉柔 節錄蔡月華旗山舊礟臺懷古 成功國小 林慧芳

佳作 E1 E1-0085 宜蘭縣 吳可人 節錄羅智成夢中書店 憲明國小 朱展志

佳作 E1 E1-0086 彰化縣 張以辰 藍色的裙子(節錄) 靜修國小 周育瑩

佳作 E1 E1-0087 彰化縣 江家瑄 藍色的裙子(節錄) 僑信國小 邱祺方

佳作 E1 E1-0090 彰化縣 劉籽均 藍色的裙子(節錄) 員東國小 黃淑雅

佳作 E1 E1-0093 高雄市 陳湘允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援中國小 戴福明

佳作 E1 E1-0094 高雄市 陳祉瑄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加昌國小 許純貞

佳作 E1 E1-0095 高雄市 唐  蜜 夢中書店(節錄)  羅智成 市立新光國小 王勝音

佳作 E1 E1-0096 高雄市 王曉涵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油廠國小 許碧華

佳作 E1 E1-0102 高雄市 朱禮諄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大寮國小 王美禎

佳作 E1 E1-0105 高雄市 洪浚恩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五權國小 陳嬿如

佳作 E1 E1-0116 臺北市-西區 郭佳華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建偉

佳作 E1 E1-0118 臺北市-西區 陳姿穎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吳惠茹

佳作 E1 E1-0126 臺北市-南區 許品綸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梁廷杰

佳作 E1 E1-0130 臺北市-北區 曾弘穎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黃蘭婷

佳作 E1 E1-0141 雲林縣 黃子容 紅樓夢-詠白海棠 公誠國民小學 陳藝滿

佳作 E1 E1-0143 雲林縣 黃香倪 瑞芳金山 張漢(其二) 安慶國民小學 廖英秋

佳作 E1 E1-0144 雲林縣 黃筠芷 紅樓夢-詠白海棠 公誠國民小學 廖靜宜

佳作 E1 E1-0145 嘉義縣 吳瑞文 玉山歌 (節錄) 陳夢林 民雄國小 侯琮偉

佳作 E1 E1-0146 嘉義縣 吳芝綺 玉山歌 (節錄) 陳夢林 民雄國小 蕭宗平

佳作 E1 E1-0163 臺中市 童新皓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龍泉國小 賴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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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1 E1-0166 臺中市 劉沛甄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龍泉國小 蕭媚蓮

佳作 E1 E1-0169 臺中市 顏可霏 西門行 楊澤(節錄) 文心國小 葉玲琴

佳作 E1 E1-0170 臺中市 陳元正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瑞穗國小 黃國展

佳作 E1 E1-0175 苗栗縣 許采妮 夢中書店 苗栗縣立大同國小 吳梅瑛

佳作 E1 E1-0176 苗栗縣 蕭廷宇 夢中書店 苗栗縣立客庄國小 楊明勳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1

總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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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E2 E2-0150 雲林縣 林書妍 紅樓夢-詠白海棠 公誠國民小學 王嘉瑋

特優 E2 E2-0060 新北市-中區 呂茌慧 文旦柚 廣福國小 陳春良

優等 E2 E2-0149 雲林縣 邵楷晴 瑞芳金山 張漢(其二) 文安國民小學 程薇妃

優等 E2 E2-0190 屏東縣 龔卉心 蔡邕九勢 後庄國小 林裕學

甲等 E2 E2-0131 臺北市-西區 林子心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王怡文

甲等 E2 E2-0197 南投縣 吳宇倢 論文(節錄) 縣立南投國小 林佩萱

甲等 E2 E2-0042 新北市-西區 張芯瑜 文旦柚 中信國小 無

佳作 E2 E2-0005 桃園市-北區 林愷淇 蔡月華 旗山舊礮臺懷古 節錄 中山國小 李惠芬

佳作 E2 E2-0007 桃園市-南區 黃筱棋 旗山舊礮臺懷古 潛龍國小 劉姿麟

佳作 E2 E2-0008 桃園市-南區 尹述玄 旗山舊礮臺懷古 山豐國小 利姿瑩

佳作 E2 E2-0011 桃園市-南區 劉原均 旗山舊礮臺懷古 中原國小 林秀滿

佳作 E2 E2-0012 桃園市-南區 梁愷益 旗山舊礮臺懷古 林森國小 張泳情

佳作 E2 E2-0045 新北市-西區 洪品儀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林明享

佳作 E2 E2-0050 新北市-南區 李易芠 文旦柚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駱約如

佳作 E2 E2-0053 新北市-南區 池宛昕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小 鄭聿琁

佳作 E2 E2-0054 新北市-北區 涂心齡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黃玟菁

佳作 E2 E2-0056 新北市-北區 葉家妤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黃玟菁

佳作 E2 E2-0061 新北市-中區 江宜安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張麗蓮

佳作 E2 E2-0062 新北市-中區 徐婕瑜 她的母語日(節錄) 信義國小 李漢昌

佳作 E2 E2-0063 新北市-中區 許巧韻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張麗蓮

佳作 E2 E2-0064 新北市-中區 黃湘芸 文旦柚 廣福國小 吳仲一

佳作 E2 E2-0065 新北市-中區 梁甯筑 文旦柚 信義國小 黃子慧

佳作 E2 E2-0079 臺南市-南區 林士傑 論文(節錄) 曹丕 永康國小 黃千娥

佳作 E2 E2-0091 宜蘭縣 林采葳 節錄蔡月華旗山舊礟臺懷古 公正國小 林靜馨

佳作 E2 E2-0092 宜蘭縣 簡楷真 節錄蔡月華旗山舊礟臺懷古 北成國小 游祥珉

佳作 E2 E2-0098 彰化縣 劉瀚云 藍色的裙子(節錄) 員東國小 吳淑容

佳作 E2 E2-0101 彰化縣 劉宏淥 道德經(節錄) 北斗國小 曾慧琪

佳作 E2 E2-0103 高雄市 楊恩齊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岡山國小 陳?慧

佳作 E2 E2-0104 高雄市 王佰裙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油廠國小 蔡佩珊

佳作 E2 E2-0105 高雄市 蕭楷潔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鼓山區中山國小 無

佳作 E2 E2-0106 高雄市 王思評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路竹國小 高至石

佳作 E2 E2-0107 高雄市 余宥恩 夢中書店(節錄)  羅智成 市立油廠國小 蔡佩珊

佳作 E2 E2-0108 高雄市 李亞純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岡山國小 張瓊文

佳作 E2 E2-0111 高雄市 陳泓亦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楠梓國小 謝尚桐

佳作 E2 E2-0112 高雄市 郭宇恩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翁素雅

佳作 E2 E2-0115 高雄市 陳儀安 夢中書店(節錄)  羅智成 市立瑞興國小 鄭忠河

佳作 E2 E2-0116 高雄市 安以晴 文旦柚  林景仁 市立福誠國小 施佳君

佳作 E2 E2-0128 臺北市-西區 陳愛寧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張世馨

佳作 E2 E2-0140 臺北市-北區 林詩瀚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黃蘭婷

佳作 E2 E2-0143 臺北市-北區 梁鈞翔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李玉萍

佳作 E2 E2-0146 新竹市 陳志倫 楊澤 瞬間(節錄) 青草湖國小 謝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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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2 E2-0151 雲林縣 張敬煊 瑞芳金山 張漢(其二) 安慶國民小學 余佩蓉

佳作 E2 E2-0153 雲林縣 曾妍儒 紅樓夢-詠白海棠 褒忠國民小學 沈耿香

佳作 E2 E2-0154 雲林縣 張郡宜 紅樓夢-詠白海棠 公誠國民小學 林揚偉

佳作 E2 E2-0155 嘉義縣 葉昀霏 裨海紀遊(節錄) 郁永河 新埤國小 葉哲銘

佳作 E2 E2-0170 臺中市 陳君妮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北區太平國小 陳曉蓉

佳作 E2 E2-0173 臺中市 童品慈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龍泉國小 鄭子見

佳作 E2 E2-0174 臺中市 何郁頡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惠文國小 黃莉茹

佳作 E2 E2-0175 臺中市 徐子媛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龍泉國小 楊麗巧

佳作 E2 E2-0177 臺中市 李沛潔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西寧國小 王銘義

佳作 E2 E2-0186 苗栗縣 楊喬翊 花史館記 苗栗縣立海口國小 楊嘉雯

佳作 E2 E2-0195 南投縣 魏以昕 文旦柚 縣立草屯國小 洪森熙

佳作 E2 E2-0196 南投縣 洪健富 文旦柚 縣立炎峰國小 王子文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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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E3 E3-0059 新北市-中區 張佳薇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愛華

特優 E3 E3-0172 臺中市 楊翊詮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明道中學(國中部) 賴佩琳

優等 E3 E3-0102 高雄市 蔡函諭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龍華國中 謝玉蘭

優等 E3 E3-0109 高雄市 王齡萱 曹公圳  倪希昶 市立右昌國中 無

甲等 E3 E3-0178 臺中市 余妍萱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大華國中 余俊儀

甲等 E3 E3-0116 高雄市 阮詩晴 曹公圳  倪希昶 市立鳳西國中 柯佳儀

甲等 E3 E3-0105 高雄市 王姵勻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國昌國中 吳姿瑩

佳作 E3 E3-0001 桃園市-北區 廖唯彤 蔡月華 旗山舊礮臺懷古 節錄 振聲高中 林玉茹

佳作 E3 E3-0003 桃園市-北區 王宥翔 蔡月華 旗山舊礮臺懷古 節錄 中興國中 黃心怡

佳作 E3 E3-0006 桃園市-北區 洪藝芸 蔡月華 旗山舊礮臺懷古 節錄 桃園國中 李文惠

佳作 E3 E3-0009 桃園市-南區 黃筱甯 旗山舊礮臺懷古 復旦高中 游佳琪

佳作 E3 E3-0043 新北市-西區 呂淇安 文旦柚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E3 E3-0044 新北市-西區 薛筱臻 文旦柚 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 翁佳弘

佳作 E3 E3-0047 新北市-南區 萬冠輝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無

佳作 E3 E3-0049 新北市-南區 王宇馨 文旦柚  林景仁 北大高中國中部 無

佳作 E3 E3-0053 新北市-北區 方思穎 她的母語日(節錄) 鷺江國中 池汾玫

佳作 E3 E3-0060 新北市-中區 蕭奕衡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楊子萱

佳作 E3 E3-0063 新北市-中區 林佳圻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E3 E3-0066 新竹縣 彭琦鈺 藏氣 縣立仁愛國中 詹淑滿

佳作 E3 E3-0067 新竹縣 羅可軒 藏氣 縣立關西國中 蔡玉惠

佳作 E3 E3-0069 新竹縣 吳宇帆 藏氣 縣立關西國中 林惠玲

佳作 E3 E3-0073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陳昀偵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昭明國中 黃國峰

佳作 E3 E3-0074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余捘滔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明達高中 顏欣怡

佳作 E3 E3-0078 臺南市-南區 郭紋妙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復興國中 林冬梅

佳作 E3 E3-0079 臺南市-南區 張睿宸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慈濟高中

佳作 E3 E3-0086 基隆市 劉詩馨 白手帕(節錄)--邱淳洸 基隆明德國中 巫冰兒

佳作 E3 E3-0095 宜蘭縣 葉晉丞 節錄蔡月華旗山舊礟臺懷古 凱旋國中 陳淑卿

佳作 E3 E3-0096 彰化縣 曾冰雁 藍色的裙子(節錄) 彰興國中 林桂微

佳作 E3 E3-0097 彰化縣 巫沛倫 道德經(節錄) 溪湖國中 申葆元

佳作 E3 E3-0098 彰化縣 王宥沺 藍色的裙子(節錄) 鹿鳴國中 陳庭楷

佳作 E3 E3-0099 彰化縣 詹雨潔 藍色的裙子(節錄) 北斗國中 詹益串

佳作 E3 E3-0103 高雄市 武以耕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國昌國中 戚懿德

佳作 E3 E3-0104 高雄市 黃睿妤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明華國中 吳啟帆

佳作 E3 E3-0106 高雄市 沈妍家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正興國中 無

佳作 E3 E3-0107 高雄市 王淳禧 曹公圳  倪希昶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中 黃保荐

佳作 E3 E3-0108 高雄市 黃郁倫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左營國中 陳秀蓉

佳作 E3 E3-0111 高雄市 郭昱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梓官國中 饒曉娟

佳作 E3 E3-0112 高雄市 陳孟汝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鳳西國中 劉秀玲

佳作 E3 E3-0113 高雄市 洪瑞君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中山國中 汪貞吟

佳作 E3 E3-0117 高雄市 郭和旻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橋頭國中 林明傳

佳作 E3 E3-0118 高雄市 單嘉俞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彌陀國中 林沂頻

佳作 E3 E3-0119 高雄市 安以庭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福誠高中附設國中 李貞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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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3 E3-0134 臺北市-南區 林靖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吳宜靜

佳作 E3 E3-0139 臺北市-北區 郭晏均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簡鴻瑩

佳作 E3 E3-0141 臺北市-北區 楊豐宇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廖伯健

佳作 E3 E3-0148 雲林縣 蕭盈盈 逍遙遊(節錄)莊子 私立揚子中學 黃上芳

佳作 E3 E3-0149 雲林縣 陳薇丞 逍遙遊(節錄)莊子 私立東南國中 張高榜

佳作 E3 E3-0150 雲林縣 林勖恩 玉山歌(節錄)陳夢林 私立正心中學 王怡文

佳作 E3 E3-0173 臺中市 林冠岑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龍井國中 林金燕

佳作 E3 E3-0191 屏東縣 王品霓 西螺大橋 中正國中 吳明忠

佳作 E3 E3-0194 南投縣 林容 文旦柚 縣立草屯國中 謝宜云

佳作 E3 E3-0196 南投縣 林千雅 論文(節錄) 縣立中興國中 魏美君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E4 E4-0011 桃園市-南區 劉軒齊 旗山舊礮臺懷古 中壢國中 郭美吟

特優 E4 E4-0114 臺北市-南區 王韻婷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優等 E4 E4-0126 雲林縣 陳信安 玉山歌(節錄)陳夢林 斗六國民中學 張晏慈

優等 E4 E4-0063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吳宜秦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民德國中 洪尚華

甲等 E4 E4-0047 新北市-中區 林藝欣 她的母語日(節錄) 大觀國中 陳香全

甲等 E4 E4-0165 屏東縣 龔子妤 西螺大橋 大同高中國中部 郭欣芝

甲等 E4 E4-0010 桃園市-南區 章繼榳 旗山舊礮臺懷古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E4 E4-0003 桃園市-北區 簡允星 黃逢昶 臺灣竹枝詞七十五首之三十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李炎鴻

佳作 E4 E4-0007 桃園市-南區 邱品瑜 旗山舊礮臺懷古 中壢國中 鄭銘峰

佳作 E4 E4-0009 桃園市-南區 林亮婷 旗山舊礮臺懷古 楊梅國中 宋威遠

佳作 E4 E4-0029 新北市-西區 于子倢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盧玫竹

佳作 E4 E4-0041 新北市-北區 林妤璇 文旦柚 淡水國中 高如君

佳作 E4 E4-0048 新北市-中區 鄞振軒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埔國中 施米仙

佳作 E4 E4-0049 新北市-中區 張哲綸 她的母語日(節錄) 新埔國中 曾英明

佳作 E4 E4-0050 新北市-中區 許芙瑋 她的母語日(節錄) 大觀國中 陳香全

佳作 E4 E4-0057 新竹縣 洪嘉禧 逍遙遊 縣立竹北國中 湯堯仲

佳作 E4 E4-0062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沈芝羽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永康國中 郭承權

佳作 E4 E4-0077 彰化縣 廖怡婷 藍色的裙子(節錄)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E4 E4-0078 彰化縣 洪維詩 藍色的裙子(節錄) 溪湖國中 李銘祥

佳作 E4 E4-0079 彰化縣 李侑宸 藍色的裙子(節錄) 溪湖國中 江承睿

佳作 E4 E4-0081 彰化縣 陳晏琳 藍色的裙子(節錄) 明倫國中 蔡育其

佳作 E4 E4-0083 高雄市 梁議云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光華國中 許以暄

佳作 E4 E4-0084 高雄市 邱建彰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郭金池 

佳作 E4 E4-0085 高雄市 林承佑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嘉興國中 莊小芩

佳作 E4 E4-0086 高雄市 王亮頤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市立三民國中 謝國棟

佳作 E4 E4-0087 高雄市 劉庭妘 曹公圳  倪希昶 市立鳳山國中 朱國和

佳作 E4 E4-0088 高雄市 陳平翰 曹公圳  倪希昶 市立五甲國中 陳俊強

佳作 E4 E4-0091 高雄市 楊子儀 曹公圳  倪希昶 市立三民國中 謝國棟

佳作 E4 E4-0115 臺北市-南區 李儀蓁 曹公圳   倪希昶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無

佳作 E4 E4-0116 臺北市-南區 郭俊毅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佳作 E4 E4-0125 新竹市 魏睿辰 楊澤 瞬間(節錄) 建華國中 許志明

佳作 E4 E4-0127 雲林縣 吳孟勳 逍遙遊(節錄)莊子 東仁國民中學 陳良財

佳作 E4 E4-0128 雲林縣 林俞廷 玉山歌(節錄)陳夢林 斗六國民中學 沈美吟

佳作 E4 E4-0130 雲林縣 鍾侑穎 玉山歌(節錄)陳夢林 私立東南國中 蔡清和

佳作 E4 E4-0131 雲林縣 林晏羽 詩一首 東仁國民中學 陳良財

佳作 E4 E4-0132 嘉義縣 彭靖珺 裨海紀遊(節錄) 郁永河 朴子國中 李書楷

佳作 E4 E4-0135 嘉義縣 陳亭潔 裨海紀遊(節錄) 郁永河 朴子國中 李書楷

佳作 E4 E4-0136 嘉義縣 張容華 裨海紀遊(節錄) 郁永河 朴子國中 李書楷

佳作 E4 E4-0138 嘉義市 黃彥修 文旦柚 林景仁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佳作 E4 E4-0150 臺中市 劉亦庭 車站 (節錄) 龍瑛宗 中港高中(國中部) 王秋燕

佳作 E4 E4-0156 臺中市 張嘉恩 西門行 楊澤(節錄) 豐陽國中 蔡美瓊

佳作 E4 E4-0161 苗栗縣 徐沁 紅樓夢詠白海棠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翁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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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4 E4-0168 南投縣 張家溱 論文(節錄) 縣立南投國中 魏美君

佳作 E4 E4-0169 南投縣 林宸熙 文旦柚 縣立埔里國中 曾毓姮

佳作 E4 E4-0170 南投縣 洪瑜君 文旦柚 縣立南投國中 邱正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8

總計 45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E5 E5-0085 宜蘭縣 楊步榆 張漢 瑞芳金山(其一) 羅東高中 吳健誠

特優 E5 E5-0116 臺北市-西區 王思勻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林宏仁

優等 E5 E5-0112 臺北市-東區 陳奕睿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盧俊方

優等 E5 E5-0096 高雄市 許惠昕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左營高中 郭美琦

甲等 E5 E5-0119 臺北市-西區 陳暐熹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無

甲等 E5 E5-0101 高雄市 李孟蓁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高雄高商 許靜芳

甲等 E5 E5-0072 臺南市-南區 吳季祐 文旦柚 林景仁 臺南一中 黃逸民

佳作 E5 E5-0003 桃園市-北區 劉承儒 黃逢昶 臺灣竹枝詞七十五首之三十武陵高中 溫睿瀅

佳作 E5 E5-0004 桃園市-北區 薛語嫺  廚房書簡 (節錄) 游淑如 新興高中 廖雅雪

佳作 E5 E5-0005 桃園市-北區 黃冠瑜  廚房書簡 (節錄) 游淑如 新興高中 梁煜苹

佳作 E5 E5-0037 新北市-南區 林芃穎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E5 E5-0038 新北市-南區 陳恩宇 文旦柚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無

佳作 E5 E5-0050 新北市-中區 陳品辰 給與春(節錄)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無

佳作 E5 E5-0053 新北市-中區 鄭丞志 文旦柚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田憶萍

佳作 E5 E5-0056 新竹縣 廖思品 回來了 國立竹北高中 劉亞騏

佳作 E5 E5-0058 新竹縣 黃治鈞 回來了 私立忠信高中

佳作 E5 E5-0069 臺南市-南區 李元萌 文旦柚 林景仁 臺南二中 王源和

佳作 E5 E5-0073 臺南市-南區 洪翎育 文旦柚 林景仁 德光高中 李佳玲

佳作 E5 E5-0074 基隆市 葉佳豪 藍色的裙子(節錄)--柴柏松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田沁潔

佳作 E5 E5-0082 宜蘭縣 賴怡芳 張漢 瑞芳金山(其一) 羅東高中 朱玉芳

佳作 E5 E5-0086 彰化縣 曾筑翎 廚房書簡(節錄) 私立精誠高中 謝俊元

佳作 E5 E5-0092 高雄市 李易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國立岡山高中 無

佳作 E5 E5-0093 高雄市 宋冠緯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高雄中學 無

佳作 E5 E5-0094 高雄市 薛世詣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新莊高中 無

佳作 E5 E5-0095 高雄市 林紹勳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國立岡山高中 洪啟盛

佳作 E5 E5-0098 高雄市 張睿凱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市立高雄中學 無

佳作 E5 E5-0099 高雄市 謝汶諭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國立岡山高中 許瑞容

佳作 E5 E5-0102 高雄市 葉姿妤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市立高雄女中 無

佳作 E5 E5-0103 高雄市 陳怡閔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高雄女中 陳俊強

佳作 E5 E5-0104 高雄市 楊士昕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國立鳳山高中 無

佳作 E5 E5-0105 高雄市 陳宗煒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私立復華高中 許儷馨

佳作 E5 E5-0106 高雄市 邵靖雯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高雄女中 無

佳作 E5 E5-0107 高雄市 黃湘芸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文山高中 楊珮瑜

佳作 E5 E5-0109 高雄市 曾資棋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蔡達源

佳作 E5 E5-0110 臺北市-東區 幸澤妤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無

佳作 E5 E5-0111 臺北市-東區 蔡采宸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葉博雅

佳作 E5 E5-0114 臺北市-東區 高珮珈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翁涵怡

佳作 E5 E5-0117 臺北市-西區 翁義勛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吳佳樺

佳作 E5 E5-0118 臺北市-西區 盧佑宜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黃俐芳老師

佳作 E5 E5-0132 臺北市-北區 吳宜眉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黃翔琳

佳作 E5 E5-0139 雲林縣 李欣諺 文旦柚 林景仁 斗南高中 黃珮玲

佳作 E5 E5-0157 臺中市 楊尹茜 走在夢的路上 致張岱(節錄) 陳春妙新社高中(高中部) 林源隆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a09112
螢光標示



佳作 E5 E5-0168 臺中市 陳棋為 道德經(節錄) 老子 台中二中 黃美斯

佳作 E5 E5-0169 臺中市 賴乙萱 道德經(節錄) 老子 中科實驗中學 陳雅琪

佳作 E5 E5-0178 屏東縣 吳和謙 白手帕(節錄) 東港高中 洪志偉

佳作 E5 E5-0182 南投縣 劉品毅 車站(節錄) 國立中興高中 錢欣秀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0

總計 47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E6 E6-0074 高雄市 蔡劭宇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

特優 E6 E6-0075 高雄市 謝佩君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國立鳳新高中 吳書丞

優等 E6 E6-0012 桃園市-南區 古雅竹 廚房書簡 平鎮高中 曾淑芬

優等 E6 E6-0047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柏翰 文旦柚 林景仁 曾文家商 翁小青

甲等 E6 E6-0099 臺北市-南區 周必威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無

甲等 E6 E6-0122 雲林縣 程蔚穎 大屯山積雪(節錄)連橫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丁易章

甲等 E6 E6-0041 新竹縣 黃禹瑄 回來了 私立義民高中 陳宜孺

佳作 E6 E6-0001 桃園市-北區 李健鑫 游淑如 廚房書簡 節錄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陳志淵

佳作 E6 E6-0004 桃園市-北區 簡玎涵 游淑如 廚房書簡 節錄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陳志淵

佳作 E6 E6-0006 桃園市-北區 李郁瑄 游淑如 廚房書簡 節錄 振聲高中 王尉倫

佳作 E6 E6-0010 桃園市-南區 陳薇 廚房書簡 平鎮高中 曾淑芬

佳作 E6 E6-0011 桃園市-南區 徐倩文 廚房書簡 內壢高中 宇中怡

佳作 E6 E6-0017 新北市-東區 林益賢 文旦柚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葉清浚

佳作 E6 E6-0020 新北市-東區 馬振庭 文旦柚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葉清浚

佳作 E6 E6-0023 新北市-西區 張鈞皓 文旦柚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陳儀樺

佳作 E6 E6-0048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蘇妍蓁 文旦柚 林景仁 臺南高商

佳作 E6 E6-0051 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鄭筱融 篆勢(節錄) 蔡邕 臺南高商 張家榮

佳作 E6 E6-0073 高雄市 楊謹豪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海青工商 陳盈方

佳作 E6 E6-0076 高雄市 施佩汶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前鎮高中 鄭公勛

佳作 E6 E6-0077 高雄市 洪郁茹 紅樓夢-詠白海棠(節錄)曹雪芹國立鳳新高中 無

佳作 E6 E6-0078 高雄市 鄭羽岑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三民家商 宋鴻雁

佳作 E6 E6-0079 高雄市 余介廷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前鎮高中 無

佳作 E6 E6-0086 高雄市 余翊誠 藍色的裙子(節錄) 柴柏松 市立海青工商 沈冠伶

佳作 E6 E6-0100 臺北市-南區 葉姿婷 逍遙遊(節錄) 莊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林文苑

佳作 E6 E6-0101 臺北市-南區 葉湘芸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無

佳作 E6 E6-0104 臺北市-南區 李少棠 逍遙遊(節錄) 莊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無

佳作 E6 E6-0105 臺北市-北區 吳妤賢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E6 E6-0108 臺北市-北區 鄭心平 有貓在的時候(節錄) 馬玉紅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E6 E6-0111 新竹市 蔡汶澄 王登山 海邊的春(節錄) 新竹女中 常業宏

佳作 E6 E6-0118 雲林縣 吳心瑜 文旦柚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丁易章

佳作 E6 E6-0119 雲林縣 林開淮 文旦柚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丁易章

佳作 E6 E6-0124 嘉義市 吳家嫻 日月潭棹歌(節錄) 李碩卿 嘉義高中 黃俊傑

佳作 E6 E6-0126 嘉義市 黃薰瑩 日月潭棹歌(節錄) 李碩卿 嘉義高中 黃俊傑

佳作 E6 E6-0130 臺中市 林邑帆 道德經(節錄) 老子 大明高中(高中部) 廖唯琇

佳作 E6 E6-0132 臺中市 陳淏璿 道德經(節錄) 老子 大明高中(高中部) 郭芳雯

佳作 E6 E6-0133 臺中市 廖翊妘 道德經(節錄) 老子 豐原高中 王庭捷

佳作 E6 E6-0137 臺中市 陳雅琳 走在夢的路上 致張岱(節錄) 陳春妙龍津高中(高中部) 王清誌

佳作 E6 E6-0144 臺中市 蔡沛芹 道德經(節錄) 老子 台中一中 紀冠地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1

總計 38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E7 E7-002 新北市 蔡名璨 走在夢的路上   致張岱(節錄)   陳春妙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蔡介騰

特優 E7 E7-007 台北市 曾薇帆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廖偉民

優等 E7 E7-005 新北市 楊承叡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曾子雲

優等 E7 E7-011 雲林縣 江敬文 走在夢的路上   致張岱(節錄)   陳春妙環球科大 歐子廷

甲等 E7 E7-013 嘉義縣 蕭聖儒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無

甲等 E7 E7-015 台中市 陳韻如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台中教育大學 黃昭祥

甲等 E7 E7-014 台中市 黃韻錡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亞洲大學 無

佳作 E7 E7-004 新北市 洪巧穎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無

佳作 E7 E7-006 高雄市 黃柏雄 走在夢的路上   致張岱(節錄)   陳春妙樹德科技大學 張宗祐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2

總計 9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入選現場書寫名單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入選現場書寫名單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入選現場書寫名單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入選現場書寫名單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縣市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E8 E8-019 台北市 張簡依萱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灣大學 無

特優 E8 E8-018 台北市 黃品臻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灣大學 無

優等 E8 E8-023 臺中市 鄭辰希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靜宜大學 朱錦雄

優等 E8 E8-002 新北市 徐宸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輔仁大學 無

甲等 E8 E8-021 彰化縣 林韋汝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彰化師範大學

甲等 E8 E8-014 台北市 楊淳皓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大同大學 呂虹慶

甲等 E8 E8-004 台北市 李汪禹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怜文

佳作 E8 E8-005 台南市 陳玟璇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南大學 莊千慧

佳作 E8 E8-008 台中市 吳欣頻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中國醫藥大學 吳承憲

佳作 E8 E8-011 台北市 林祐兆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銘傳大學 葉啟杉

佳作 E8 E8-017 台北市 郭家瑋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佳作 E8 E8-020 屏東縣 陳彥蓉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國立屏東大學

佳作 E8 E8-024 臺中市 楊晁承 廚房書簡(節錄)  游淑如 靜宜大學 呂素端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6

總計 13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a09112
螢光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