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中市 余妍萱 元稹遣悲懷三首其三 三和國小 陳怡閔

特優 彰化縣 曾冰雁 唐詩二首 南郭國小 林妤珊

優等 屏東縣 謝晉紘 古詩 仁和國小 鄭瑞香

優等 高雄市 王齡萱 唐詩三首 援中國小 戴福明

甲等 臺北市   艾伯翰     李白東魯門泛舟二首     北市大附小   廖淑玲  

甲等 雲林縣 吳孟勳 古詩一首 立仁國小 江愛忠

甲等 高雄市 黃郁倫 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一 新光國小 蔡瀞慧

佳作 臺中市 黃柏融 岑參春夢 大里國小 施翔友

佳作 臺中市 柯岱廷 常建三日尋李九莊 大里國小 施翔友

佳作 臺中市 林睦鈞 塞下曲 大鵬國小 莊惠晶

佳作 臺中市 林宛妤 塞上曲 東興國小 徐孝貞

佳作 臺中市 林子傑 李頎魏萬之京詩 龍泉國小 謝淨鈴

佳作 屏東縣 吳宜庭 袁枚箴作詩者 崇文國小 邱美雅

佳作 屏東縣 龔卉心 唐詩二首 後庄國小 鄭勝鴻

佳作 南投縣 陳彥泓 陸游詩 水里國小 許惠琴

佳作 桃園市 劉芮妤 詩二首 瑞塘國小 李耀生

佳作 桃園市 張育慈 馮延已鵲踏枝 西門國小 林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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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桃園市 孫振倫 李白詩 大忠國小 黃宥榛

佳作 新北市 王宇馨 酬張少府 王維 鶯歌國小 賴　倫

佳作 新北市 傅姿尹 和答石田先生落花 彭福國小 李瑞珍

佳作 新北市 方思穎 宋蔣捷虞美人 重陽國小 黃玟菁

佳作 新北市 劉子語 新城道中 中正國小 王烈邦

佳作 新北市 余振維 唐詩兩首 北新國小 盛若男

佳作 新北市 林藝欣 學書之妙 溪洲國小 邵錦華

佳作 新北市 周沛辰 宋詞 蘇軾玉樓春 廣福國小 楊敏嫺

佳作 新北市 黃律齊 學書二要 溪洲國小 劉育昌

佳作 新北市 曾惟安 鵝池 廣福國小 林雅雯

佳作 新北市 張晉齡 張員外畫竹不序 溪洲國小 許梓安

佳作 新北市 黃冠穎 唐詩二首 新莊國小 簡麗珠

佳作 新北市 陳宣穎 節錄陸放翁梅花詩 新泰國小 汪彥璋

佳作 臺南市 吳宜秦 詠懷古跡 永康國小 陳月馨

佳作 臺南市 許師瑜 詩二首 永康國小 謝文欽

佳作 基隆市 吳右歆 春日偶成 亯義國小 陳立平

佳作 高雄市 張睿宸 七絕二首 竹圍國小 鄭佩技

佳作 高雄市 劉凡溱 朱熹鵝湖與和陸子壽詩 光武國小 吳玫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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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沈妍家 詩二首 光武國小 高碧珠

佳作 高雄市 黃睿妤 行經華陰詩 梓官國小 賴韋玲

佳作 高雄市 孫苡恩 錄唐詩二首 忠孝國小 劉靜惠

佳作 高雄市 李　可 唐詩二首 鳳鳴國小 周美莉

佳作 高雄市 楊頤瑾 唐詩兩首 梓官國小 莊育亯

佳作 高雄市 胡睿芸 唐詩三首 鳳西國小 范嘉蕙

佳作 臺北市   江昕霓     清趙翼詩一首   興雅國小     謝淑敏  

佳作 臺北市   林彥承     唐徐安真奉和喜雪應制   永安國小     阮宜婷  

佳作 臺北市   陳韋諺     孟浩然涼州詞   中正國小   郭芳村  

佳作 臺北市   楊凱廷     李太白採蓮曲   龍安國小   林禾屏  

佳作 臺北市   黃晨修     李白詩二首   靜心國小     陳慧娟  

佳作 臺北市   方施皓     杜甫野望   再興國小     簡瑋嬋  

佳作 雲林縣 林勖恩 靜思語一則 公誠國小 鄧金珠

佳作 雲林縣 蔡沂璇 佳句一段 立仁國小 何慧鈺

佳作 雲林縣 林書妍 杜牧詩二首 公誠國小 謝佩年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3

總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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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陳恩宇 金陵即事三首 亯義國小 李玉鳳

特優 臺北市   張　杰     唐 崔曙九日登望以臺呈劉明府容   西湖國小   林依錚  

優等 高雄市 王御諺 岳飛滿江紅 加昌國小 陳雅惠

優等 臺北市   陳暐熹     唐 李端鮮于少府宅看花   民族國小   林政榮

甲等 新北市 王思勻 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 亯義國小 楊凱迪

甲等 新北市 施羽凡 登北嶽 同榮國小 許旭輝

甲等 臺北市   嚴正怡     謁璿上人   復興國小   梁廷杰  

佳作 臺中市 陳雅琳 王維酬郭給事 龍泉國小 鐘彥昌

佳作 臺中市 徐于恬 行書 李白菩薩蠻 國光國小 李憲雄

佳作 臺中市 顏珮涵 七律一首 龍泉國小 顏銘賢

佳作 屏東縣 吳馥秀 劉長卿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源中丞 東港國小 陳慧蓮

佳作 屏東縣 唐逸驊 唐‧李白<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詩> 玉田國小 張淑華

佳作 南投縣 張芷瑄 李白渡荊門送別 南投國小 魏美君

佳作 南投縣 張宜蓁 杜甫野望詩 埔里國小 蔡明宏

佳作 桃園市 林宜萱 桃園縣采風 茄苳國小 江佩錡

佳作 桃園市 張芷熏 歐陽修晚泊岳陽詩 西門國小 王怡勳

佳作 桃園市 呂心喬 五言律詩一首 青溪國小 王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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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桃園市 黃品謙 禪詩二首 大成國小 徐淑芬

佳作 桃園市 孫　姍 杜子美七律一首 大忠國小 黃宥榛

佳作 桃園市 賴萬芳 劉長卿詩 文華國小 詹明芳

佳作 新北市 陳奕睿 唐詩二首 樹林國小 張舜智

佳作 新北市 陳品伃 錄文徵明詩一首 文林國小 沈偵詢

佳作 新北市 陳庭葳 夜宿浙江 竹林國小 劉耿江

佳作 新北市 黃晟瑋 李白詩二首 五華國小 郭世昌

佳作 新北市 林渃瑀 無題（李商隱） 中正國小 王烈邦

佳作 新北市 郝中羚 集詩一首 沙崙國小 高駿華

佳作 新北市 張鈞皓 雅宜山人詠懷詩 新泰國小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 鍾凱傑 龔自珍觀心詩 新泰國小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 陳宣恩 宋林逋梅花詩 榮富國小 陳忠建

佳作 新北市 吳政勳 滄浪精廬行書詩鈔 新泰國小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 高子媛 杜子美詩 新莊國小 簡麗珠

佳作 新竹縣 羅可軒 送魏萬之京 關西國小 蘇詠晴

佳作 新竹縣 江孟霖 放翁詩 新社國小 彭瑞玲

佳作 臺南市 沈冠廷 杜甫野望 永康國小 陳志豪

佳作 宜蘭縣 陳品妤 杜甫《秋興之二》 北成國小 游祥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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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蔡函諭 李白詩三首 新上國小 王建正

佳作 高雄市 葉姿妤 七絕三首 東光國小 李俊廷

佳作 高雄市 歐宓育 錄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 正興國小 黃柏豪

佳作 高雄市 林暐程 李白詩二首 橋頭國小 鐘金華

佳作 高雄市 簡婉庭 唐詩兩首 登發國小 陳榮君

佳作 高雄市 阮培甄 錄唐詩二首 忠孝國小 陳淑琪

佳作 臺北市   陳　睿     辛棄疾青玉案   舊莊國小   李淑卿  

佳作 臺北市   周美沙     李白送族弟綰從軍安西詩   長春國小     蔡金樺  

佳作 臺北市   陳彥菱     宋蘇軾中秋月暨贈劉景文詩二首   興隆國小     游淑賢  

佳作 臺北市   陳晉熠     禮記中庸   大安國小   類惠萍  

佳作 臺北市   賀星雅     寄司空曙   靜心國小     陳慧娟  

佳作 臺北市   李宛儒     七夕詩   古亭國小     劉香君  

佳作 臺北市   陳品辰     篆書 節錄文心雕龍宗經篇   立農國小   王惠娟  

佳作 臺北市
  Tiffany Jia Rou

Huang黃䕒葇     杜子美光祿坂行   台北美國學校     Shannon Hsu 徐曉儂  

佳作 新竹市 周宜蓁 詩詠新竹 載熙國小 胡桂玉

佳作 雲林縣 蔡福偉 古詩ㄧ首 立仁國小 江愛忠

佳作 雲林縣 李菀庭 七言律詩ㄧ首 公誠國小 徐毓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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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中市 郭虹里 宋 蘇軾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西苑高中(國中部) 黃宜蕾

特優 新北市 黃詩雅 李白詩 碧華國中 陳玟秀

優等 臺北市   張語唐     梅堯臣郡閣閱書投壺和呈相國晏公   復興實驗高中  (國中部)   許富鳳  

優等 苗栗縣 劉宜貞 錄李太白清溪半夜聞笛詩 卓蘭實中(國中部) 何銘瓊

甲等 臺中市 李詠萱 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 四張犁國中 王　鶯

甲等 桃園市 莊之瑀 杜工部詠懷古跡五首之二 大成國中 劉心怡

甲等 臺北市   王韻筑     梅堯臣 讀黃莘秘校卷   延平高中(國中部)   李家馨  

佳作 臺中市 許靜怡 啟功先生論書詩 曉明女中(國中部) 蔡玉玲

佳作 臺中市 林哲志 杜甫登樓 僑泰高中(國中部) 楊意美

佳作 臺中市 趙奕婷 李白冬景詩 沙鹿國中 曾尚尉

佳作 屏東縣 李　昀 石豉歌 美和中學 沈厚吉

佳作 南投縣 鍾雅琪 王介甫千秋歲引詞 宏仁國中 黃志銘

佳作 桃園市 古茹均 陸游遊山西村 復旦高中(國中部) 張菀真

佳作 桃園市 張語彤 李商隱─涼思詩 楊明國中 呂學超

佳作 桃園市 黃冠瑜 王維一積雨輞川莊作 中興國中 陳易騰

佳作 桃園市 李宇鎮 前赤壁賦詩句 文昌國中 張文馨

佳作 新北市 徐亦萱 尚書 竹林高中(國中部)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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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北市 黃郁鈞 唐詩二首 金陵女中 鄭硯如

佳作 新北市 鄭智陽 唐李嘉祐晚登江樓有懷 時雨中學 張仕鈺

佳作 新北市 周岷玄 五言律詩二首 溪崑國中 蔡福仁

佳作 新北市 鄭淮得 少年行三首 溪崑國中 王鴻漢

佳作 新北市 王馳詠 水調歌頭 溪崑國中 李坤興

佳作 新北市 蕭羽媜 王屨吉古詩 新泰國中 王薇亞

佳作 新北市 余遠岫 懷留東詩友會諸友〈林獻堂〉 丹鳳高中(國中部) 張瓊瑤

佳作 臺南市 曾芃臻 滿庭芳 建興國中 陳韻妃

佳作 臺南市 嚴承廷 諸葛孔明誡子書 慈濟高中(國中部) 吳念祖

佳作 宜蘭縣 賴怡芳 清黃仲則 二十夜 國華國中 蔡沛縈

佳作 宜蘭縣 王巧倪 野望 東光國中 劉玉屏

佳作 基隆市 余芳慈 岑參詩 二亯高中(國中部) 薛佰銘

佳作 彰化縣 曾筑翎 陋室銘 精誠高中(國中部) 謝俊元

佳作 高雄市 陳彥蓉 唐詩三首 正興國中 曾惠華

佳作 高雄市 李佳芸 錄宋楊萬里小池 岡山國中 劉品亨

佳作 高雄市 盧子涵 （白居易唐詩）放言五首其一 福山國中 朱海文

佳作 高雄市 李品嫻 七絕一首 復華高中(國中部) 陳乃杰

佳作 高雄市 黃熙文 七言絕句三首 鳳山國中 紀明宏

佳作 臺北市   李汪禹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沈著   敦化國中   張彥慧  

佳作 臺北市   馮靖淯     題柏學識茅屋詩   敦化國中   林　亭  

佳作 臺北市   劉孟韻     洛陽早春憶吉中孚校書司空曙主簿因寄清江上人   介壽國中   李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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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臺北市   馮仲翰     岑參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南門國中     吳冠樺  

佳作 臺北市   翁義勛     詠懷古跡之三   中正國中     唐玉樺  

佳作 臺北市   趙事柔     戴叔倫贈史開府詩   景興國中   傅春益  

佳作 臺北市   葉又瑄     王摩詰雙黃鵠歌送別詩   仁愛國中     秦泉萍  

佳作 臺北市   蕭懿驊     唐詩二首   靜心中  學   褚家妤  

佳作 臺北市
  Katherine Chen

陳慧軒     王維 送綦母潛還鄉   台北美國學校     Benjamin Wu吳平盛  

佳作 臺北市   張　詠     戴叔倫遊清溪蘭若   衛理女中   黃翔琳  

佳作 新竹市 楊立安 晚秋月 培英國中 袁志秋

佳作 新竹市 蔡昀璉 李清照菩薩蠻二闋 育賢國中 詹沛緰

佳作 新竹市 林陳寬 陶淵明飲酒詩 育賢國中 呂晨菁

佳作 雲林縣 黃怡靜 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 東南國中 李秋菊

佳作 雲林縣 林琮洧 古詩ㄧ首 斗六國中 周品儀

佳作 嘉義市 歐尚霈 秋晚思梁益舊游 民生國中 李福珍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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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高雄市 董芳妤 七絕三首 五甲國中 于維漢

特優 雲林縣 魏劭亘 半山亭 正心高中(國中部) 王怡文

優等 高雄市 方品媛 樂府詩乙首 嘉興國中 莊小芩

優等 高雄市 林承昕 黃庭堅詩 嘉興國中 莊小芩

甲等 桃園市 古詠涵 禪詩一首 楊梅國中 張淑欣

甲等 彰化縣 洪煥益 涼思 溪湖國中 李銘祥

甲等 臺北市   林沂緯     唐 李頎 題璿公山池   金華國中   周盈君  

佳作 臺中市 陳　奕 閣夜 杜甫 五權國中 陳彥劭

佳作 臺中市 許懷方 戎昱旅次寄湖南張郎中 五權國中 陳彥劭

佳作 臺中市 謝芯蕙 雅詩一首 春望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臺中市 謝心榆 張籍宿江店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苗栗縣 羅智頡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明仁國中 方意捷

佳作 苗栗縣 卜瑩瑄 杜甫客至 興華高中(國中部) 曾己鴻

佳作 苗栗縣 羅士展 李白詩一首 興華高中(國中部) 曾己鴻

佳作 南投縣 陳彥廷 杜甫野望詩 南投國中 楊惟曾

佳作 桃園市 劉俊廷 唐韓君平同題以游觀詩 中壢國中 徐康庭

佳作 桃園市 李健鑫 杜子美七律 八德國中 李炎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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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北市 林益賢 唐詩二首 三重高中(國中部) 郭金堂

佳作 新北市 李　晴 詩二首 崇光女中 廖世絨

佳作 新北市 張雁婷 雁來月書 崇光女中 李琦寬

佳作 新北市 張雅琳 七律一首 崇光女中 林惠珍

佳作 新北市 方永貞 節錄岳陽樓記 新埔國中 王壬延

佳作 新北市 高珮珈 送李賓客荊南迎親 新埔國中 王壬延

佳作 新北市 羅恩立 黃庭堅寄 泰山國中 董姿妤

佳作 新北市 劉洸羽 李太白詩二首 泰山國中 盧玫竹

佳作 新竹縣 吳凱鈺 范成大詩 竹北國中 吳思慧

佳作 臺南市 楊謦維 錄杜工部宿府詩 永康國中 郭承權

佳作 臺南市 申翊萱 登金陵鳳凰臺 民德國中 洪尚華

佳作 彰化縣 吳容瑄 失鶴 彰安國中 黃文瓊

佳作 彰化縣 蕭力綺 詩一首 明倫國中 蔡育其

佳作 高雄市 陳宗明 李白詩三首 三民國中 郭智慧

佳作 高雄市 蔣霆威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 嘉興國中 莊小芩

佳作 高雄市 陳怡閔 登柳州城樓寄彰汀封連四州 三民國中 郭智慧

佳作 臺北市   何秉軒     高觀國詞 燭影搖紅   五常國中   莊瑋婷  

佳作 臺北市   陳昱劭     李義心隋宮詩   五常國中   莊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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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臺北市   廖育睿     李白詩寄崔寺御   金華國中   李瑛珍  

佳作 臺北市   李　沁     詩一則   金華國中   周盈君  

佳作 臺北市   楊涵君     唐詩二首   金華國中   周盈君  

佳作 臺北市   李儀柔     集唐詩七絕   百齡高中(國中部)   蔡曜同  

佳作 臺北市   黃宇瑍     采蓮曲二首   百齡高中(國中部)   蔡曜同  

佳作 臺北市   馬潁芝     集宋詩七絕   百齡高中(國中部)   蔡曜同  

佳作 新竹市 廖敏如 陸放翁-豋擬硯臺 建華國中 趙世雄

佳作 新竹市 李嘉晏 和令狐相公南齋小宴聽阮咸(劉禹錫) 建華國中 溫若男

佳作 嘉義縣 李珮慈 范仲淹蘇幕遮 朴子國中 劉小蓉

佳作 嘉義縣 林潔妤 陸游遊山西村 朴子國中 李書楷

佳作 嘉義縣 謝淑宜 唐詩二首 竹崎高中(國中部) 黃䕒寭

佳作 嘉義市 陳柏邑 菜根譚句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佳作 嘉義市 何育書 王摩詰詩二首 蘭潭國中 張簡禾鈺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1

總計 48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國中美術班組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北市   歐韋伶     蘇東坡 和子由四首錄一   松山家商   林佩儀  

特優 雲林縣 涂耿脩 南聖宮詩文 正心高中 王怡文

優等 桃園市 杜逸柔 周敦頤 愛蓮說 振聲高中 無

優等 臺北市   詹沁昕     嵩山老人告行作六偈送之     北一女中   張素卿  

甲等 雲林縣 吳翊瑄 唐詩三首 斗六高中 丁易章

甲等 彰化縣 鄭家羽 積雨輞川莊作 鹿港高中 莊秀美

甲等 臺北市
  Rosalyn Wang

王若禧     孔平仲 霽夜   台北美國學校     Fenny Lin 周少蘋  

佳作 臺中市 施曉涵 錢起贈闕下裴舍人 興大附中 石慧敏

佳作 臺中市 黃世杰 秦少遊《桃園憶故人》 立人高中 王昭華

佳作 臺中市 黃奕璇 李白五律二首 臺中女中 劉淑貞

佳作 桃園市 李冠翰 晦翁釋齊家治國 復旦高中 黃曼慈

佳作 桃園市 何沛瑾 五言律詩三首 桃園高中 王孝堂

佳作 桃園市 呂心喻 秦少游滿庭芳詩一首 桃園高中 王孝堂

佳作 桃園市 李彥璋 論書絕句 陽明高中 邱佳怡

佳作 新北市 馮芝毓 西晉張載劍閣銘 中和高中 張素瑜

佳作 新北市 許佩琪 宋之問 一夜飲東亭 明德高中 欒興美

佳作 新北市 陳芃嫻 將進酒 三重高中 陳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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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北市 張祐瑄 將進酒 板橋高中 何能義

佳作 新北市 邱靖雅 李白‧《扶風豪士歌》 丹鳳高中 莊天愛

佳作 新北市 鍾肇哲 黃賓虹先生題畫詩 丹鳳高中 莊天愛

佳作 新北市 林楷庭 寄題曆陽馬仲文水軒 聖心女中 吳秀倫

佳作 臺南市 謝立佳 宋徐璣春日遊張提舉園地 黎明高中 許絹惠

佳作 臺南市 洪承新 節錄李白將進酒 臺南一中 黃逸民

佳作 臺南市 郭奕寬 將進酒 臺南一中 賴勇達

佳作 臺南市 何俞瑩 孟浩然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臺南女中 無

佳作 宜蘭縣 游適謙 程正伯詞 羅東高中 無

佳作 宜蘭縣 李侑靜 竇叔向表兄話舊 羅東高中 無

佳作 彰化縣 許竣程 虎巖聽竹 鹿港高中 邱宣智

佳作 彰化縣 許翼承 老子語錄 彰化高中 吳府廉

佳作 高雄市 李　玫 唐詩三首 鼓山高中 孫彥姝

佳作 高雄市 張簡依萱 柳永夜半樂 林園高中 許　榕

佳作 高雄市 陳立夫 赤壁--杜牧 鳳山高中 丁文倩

佳作 高雄市 趙巧蓉 杜少陵詩四首 復華高中 許儷馨

佳作 高雄市 陳宥善 論語絕句 文山高中 曾淑芳

佳作 臺北市   徐顗璿     行經華陰   西松高中   刁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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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臺北市   黃提道     王昌齡詩三首   麗山高中   黃士蔚  

佳作 臺北市   陳羿璋     陸游詩二首   大理高中   張美玲  

佳作 臺北市   楊蕥瑄     周邦彥夜飛鵲     北一女中   黃祺惠  

佳作 臺北市   楊佩蓁     毛澤民—惜分飛     北一女中   簡伯如  

佳作 臺北市   林韋汝     心經一通     景美女中     江正吉  

佳作 臺北市   黃昱嘉     池上二首   景美女中     江正吉  

佳作 臺北市   江艾妮     張先千秋歲   復興實驗高中   許富鳳  

佳作 臺北市   郭懿葶     諸葛亮‧出師表   中正高中   黃省非  

佳作 臺北市
  Stephanie Chen

陳慧庭     和原甫會靈讌集之什   台北美國學校     Amy Cheng 鄭佳欣  

佳作 臺北市   王鼎鈺     杜甫 望嶽   中正高中   林岡弘  

佳作 臺北市   韓岳騰     青玉案   陽明高中   連時宜  

佳作 新竹市 謝旻芳 天淨沙 新竹女中 周思葶

佳作 新竹市 梁芯瑜 春三月至虞謁牧齋師同孫愛世兄遊劍門 竹科實中 李文蓉

佳作 雲林縣 黃柏雄 七言絕句二首 永年高中 張寶元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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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竹縣 高嘉宏 東坡詩 義民高中 張登銘

特優 彰化縣 林沅禾 錄唐詩二首 員林高中 陳麗秋

優等 苗栗縣 黃庭莉 泊松江 國立苑裡高中 鍾政岳

優等 臺南市 吳采穎 魯山山行 臺南二中 王惠汶

甲等 臺北市   曾薇帆     李煜浪掏沙   師大附中   鄭元惠  

甲等 桃園市 林彥翔 柏林寺南望詩 南崁高中 侯珮瑩

甲等 臺北市   許糴凡     宋詩六首   復興高中   柯良志  

佳作 臺中市 耿筠芷 書院二小松 大明高中 呂建孟

佳作 臺中市 林佑柔 韋應物賦得幕與送李曹 明道中學(高中部) 侯亯憲

佳作 臺中市 莊曜宇 節錄唐詩二首 臺中一中 蕭斐丹

佳作 臺中市 鄭筠晏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臺中一中 蕭世瓊

佳作 臺中市 黃柏翔 張謂孟浩然詩詩詠洞庭 臺中一中 蕭世瓊

佳作 苗栗縣 劉安倪 唐宋五言律詩二首 苑裡高中 鍾政岳

佳作 苗栗縣 張斯評 相思曲 苗栗高中 蔡介騰

佳作 苗栗縣 林靖凱 東坡詩意 苗栗高中 蔡介騰

佳作 南投縣 賴柏瑋 錄張九齡感遇 竹山高中 陳子張

佳作 南投縣 陳韻如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懷 竹山高中 陳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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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桃園市 陳韋華 心經 育達高中 王凱慧

佳作 桃園市 蔡　萍 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 內壢高中 姜義才

佳作 桃園市 黃靖諺 唐詩四首 陽明高中 陳志淵

佳作 桃園市 劉芳柔 王維羽林騎閨人 陽明高中 黃明傑

佳作 新北市 詹家安 節錄唐詩四首 復興商工 吳剛毅

佳作 新北市 黃韻錡 東坡念奴嬌 復興商工 趙文雄

佳作 新北市 劉昱伶 蘭亭集序 復興商工 吳剛毅

佳作 新北市 莊智皓 陸遊遊西山 淡江高中 廖智怡

佳作 新竹縣 王思穎 曹操短歌行 忠亯高中 王孟惠

佳作 臺南市 盧玟伶 丹青引贈曹霸將軍 臺南二中 王惠汶

佳作 臺南市 張蕎伃 蟬 臺南二中 王惠汶

佳作 臺南市 沈孟伸 馬中錫晚渡咸陽詩 興國高中 曾　清

佳作 宜蘭縣 蕭如宸 錄鄭板橋題竹石詩 宜蘭高中 李錫岳

佳作 宜蘭縣 彭柏瀚 詩一首 宜蘭高中 李錫岳

佳作 基隆市 徐芊霓 秘魔崖月夜 基隆高中 何昭慧

佳作 高雄市 白育瑄 律詩三首 樹德家商 顏菁儀

佳作 高雄市 吳中濬 高啟寄題內弟周思敬野人居 鳳新高中 陳順昌

佳作 高雄市 楊育碩 唐詩四首 高雄高工 任怡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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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曾妙詡 詩兩首 中華藝校 陳廷晉

佳作 高雄市 張苡晴 李白詩四首 高雄高工 何啟發

佳作 臺北市   彭羿鈞     王昌齡 從軍行   復興高中     柯良志  

佳作 臺北市   曹育禎     錄唐詩三首   師大附中   鄭元惠  

佳作 臺北市   林祐德     溫庭筠 蘇武廟   師大附中   鄭元惠  

佳作 新竹市 王俐文 李白把酒問月 新竹女中 常業宏

佳作 雲林縣 江敬文 古詩兩首 斗六家商 王芳玉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5

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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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臺南市 吳宛真 臨江以 臺南大學 莊千慧

特優 臺北市 王冠賢 杜子美 漫興 臺灣師範大學 蔡介騰

優等 新北市 游凱茵 蝶戀花 臺灣藝術大學 蔡馨儀

甲等 新北市 鍾享諭 汎前陂 臺灣藝術大學 阮常耀

特優 2

優等 1

甲等 1

佳作 0

總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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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 新北市 李汪潔 李清照菩薩蠻 臺北大學 無

特優 臺南市 夏嫚蓮 李白 書懷重寄張相公 臺南大學 莊千慧

優等 新竹市 蕭彣睿  高啓 秋日端居 玄奘大學 呂宜哲

優等 高雄市 謝孟芸 僧皎然尋陸鴻漸不遇 高雄師範大學 郭芳忠

甲等 新北市 劉庭妤 易安居士漁家傲 輔仁大學 無

甲等 彰化縣 林孟嫻 唐 皮曰休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彰化師範大學 無

甲等 臺北市 簡睿豐 杜甫 客至 政治大學 洪淑霞

佳作 嘉義縣 林冠融 彭元遜 疏影‧尋梅不見 嘉義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

總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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