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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B1 B1-0158 新竹市 洪瀅媗 靜憩 培英國中

特優 B1 B1-0139臺北市-西區 樊馨儀 光陰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無

優等 B1 B1-0091臺南市-南區 羅心妤 地球一隅 德光高中 無

優等 B1 B1-0095臺南市-南區 方姷頤 全球暖化 新興國中

甲等 B1 B1-0190 臺中市 余冠儒 靜謐 居仁國中 蔡小涵

甲等 B1 B1-0183 臺中市 陳宇蕙 壓力 僑泰高中(國中部) 楊意美

甲等 B1 B1-0157 新竹市 劉子琳 繁忙市集 光武國中 余慧真

佳作 B1 B1-0005桃園市-北區 張育綾 思念 慈文國中 蘇尹邦

佳作 B1 B1-0006桃園市-北區 易冠傑 港邊印象 青溪國中 無

佳作 B1 B1-0008桃園市-南區 黃譓羽 夜市一角 復旦高中 梁忠弘

佳作 B1 B1-0009桃園市-南區 李瑄 憇 六和高中 顏靖珊

佳作 B1 B1-0011桃園市-南區 藍婉甄 霸凌 有得國中小 黃子瑜

佳作 B1 B1-0015 金門縣 翁靖棻 維多利亞的秘密 金寧國中 吳宏軍

佳作 B1 B1-0018 金門縣 邱慧文 街角的相遇 金寧國中 吳宏軍

佳作 B1 B1-0028 花蓮縣 彭逸君 漁獲 花崗國中 葉兆祥

佳作 B1 B1-0032 臺東縣 黃書淮 婚禮 賓茂國中 薛湧

佳作 B1 B1-0034 臺東縣 林添玉 湖中之美 鹿野國中 沈爭貞

佳作 B1 B1-0047新北市-東區 薛安倫 倒影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1 B1-0050新北市-西區 張祖源 雨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無

佳作 B1 B1-0052新北市-西區 朱星柔 雨夜 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 張美映

佳作 B1 B1-0062新北市-北區 潘彥辰 伊甸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B1 B1-0070新北市-中區 林亮崴 城市變驟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無

佳作 B1 B1-0079 新竹縣 朱晏葶 寧靜港灣 縣立忠孝國中 杜心如

佳作 B1 B1-0092臺南市-南區 黃詩恩 寂靜的廚房 復興國中 林惠宜

佳作 B1 B1-0097 基隆市 張樹人 等待 銘傳國中 游伯松

佳作 B1 B1-0100 基隆市 何佳齊 醉臥 中正國中 林鈺鳳

佳作 B1 B1-0101 基隆市 李沛陞 回收場 銘傳國中 無

佳作 B1 B1-0103 宜蘭縣 林師謙 廢器物的省思 中華國中 曾雨萍

佳作 B1 B1-0107 宜蘭縣 謝侑妤 阿公的雜貨店 國華國中

佳作 B1 B1-0113 彰化縣 蘇品諭 懼 秀水國中 羅槥芳

佳作 B1 B1-0117 高雄市 楊笍宜 無憂 市立南隆國中 無(無)

佳作 B1 B1-0125 高雄市 黃宇揚 大航海時代 市立大灣國中 鄭淑如(正式)

佳作 B1 B1-0130 高雄市 施丞勳 阿婆的柿子餅 市立前金國中 鄭旭娟(正式)

佳作 B1 B1-0134臺北市-東區 蘇育仁 廟宇龍柱之美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褚家妤

佳作 B1 B1-0135臺北市-東區 彭宜珊 傳承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沈憶珊

佳作 B1 B1-0140臺北市-西區 施詠淳 生活追求的反思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無

佳作 B1 B1-0141臺北市-西區 樊馨禎 港邊的牽絆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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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B1 B1-0144臺北市-西區Pao, I Ciao Tonia 包以喬童年的魔法櫥窗 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 Jofil Collado

佳作 B1 B1-0147臺北市-南區 李逸芯 巷弄一角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1 B1-0148臺北市-南區 鄭允妍 傳唱蘭嶼  印象之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江卉湘

佳作 B1 B1-0150臺北市-南區 李柳儀 雲深谷道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謝東榮

佳作 B1 B1-0153臺北市-北區 吳佩潔 守護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侯筱珉

佳作 B1 B1-0161 新竹市 白若潔 晨昏之際 三民國中

佳作 B1 B1-0163 雲林縣 魏禕凡 黃昏下的背影 私立福智國中 陳姿帆

佳作 B1 B1-0175 嘉義市 蔡絜茵 市井小民的生計 輔仁高中

佳作 B1 B1-0176 嘉義市 蘇云諒 鑼聲若響 北興國中 陳世忠

佳作 B1 B1-0179 嘉義市 郭昱瑩 庇佑 北興國中 陳世忠

佳作 B1 B1-0185 臺中市 黃誼宸 擁擠 雙十國中 王維善

佳作 B1 B1-0187 臺中市 李姿瑩 回憶 明道中學(國中部) 葉珊伶

佳作 B1 B1-0188 臺中市 蔡承昊 街道一角 福科國中 鄭治鈞

佳作 B1 B1-0195 臺中市 王子宜 等待 后綜高中(國中部) 林詩涵

佳作 B1 B1-0202 苗栗縣 陳泱予 鱻 苗栗縣立照南國中 沈佳惠

佳作 B1 B1-0210 屏東縣 陳芯緰 火紅的珍珠 美和高中國中部 童松锝

佳作 B1 B1-0214 南投縣 魏玲雅 印象城市 縣立埔里國中 蔡鈺評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7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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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B2 B2-0134臺北市-北區 陳詠晴 歲月無聲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林祖宏

特優 B2 B2-0003桃園市-北區 蔡松諺 塵囂中的孤寂 桃園國中 游雯珍

優等 B2 B2-0147 雲林縣 丁俐云 時光屋 私立東南國中 游梅香

優等 B2 B2-0139 新竹市 邱育昇 森之廠 建華國中

甲等 B2 B2-0144 新竹市 聶臣璘 war 建華國中

甲等 B2 B2-0053新北市-西區 黃詠忻 打造璀燦 福和國中 鄭謹德

甲等 B2 B2-0165 臺中市 楊家棋 城市之光 五權國中 劉淑菁

佳作 B2 B2-0001桃園市-北區 蕭楷諺 種子的旅行 桃園國中 游雯珍

佳作 B2 B2-0002桃園市-北區 邱怡郡 幸福 桃園國中 游雯珍

佳作 B2 B2-0004桃園市-北區 羅緯修 回家 桃園國中 游雯珍

佳作 B2 B2-0007桃園市-南區 朱原佑 平凡的決鬥 楊梅國中 吳坤憲

佳作 B2 B2-0009桃園市-南區 鄭育蓁 辛勤的圖騰 自強國中 楊忠義

佳作 B2 B2-0019 花蓮縣 吳詠愛 太魯閣 國風國中 湯香櫻

佳作 B2 B2-0029 臺東縣 鄭崧甫 kitubangesar成年禮 寶桑國中 張原鳴

佳作 B2 B2-0033新北市-北區 張恩綺 幸福轉角 淡水國中 高琇慧

佳作 B2 B2-0035新北市-北區 汪泳辰 記憶 淡水國中 高琇慧

佳作 B2 B2-0037新北市-南區 詹馥帆 絕.生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黃盈

佳作 B2 B2-0038新北市-南區 高佳誼 囚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黃盈

佳作 B2 B2-0042新北市-南區 黃榆芸 彎彎金蕉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邱仕憲

佳作 B2 B2-0044新北市-中區 徐瑋伶 溫暖的依靠 新埔國中 楊嘉文

佳作 B2 B2-0057新北市-東區 曾毓翔 騾馬假期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劉大衛

佳作 B2 B2-0063 新竹縣 徐珮琪 霾 縣立竹北國中 魏杏芳

佳作 B2 B2-0067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黃翊嘉 幻象 南新國中 王建皓

佳作 B2 B2-0074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林虹亞 貝 南新國中 蔡宗祐

佳作 B2 B2-0075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施宸羲 逝景 麻豆國中 無

佳作 B2 B2-0079 基隆市 鄒蕓伊 雨中散步 安樂高中(國中部) 邱于芬

佳作 B2 B2-0080 基隆市 張哲偉 束縛 安樂高中(國中部)

佳作 B2 B2-0083 基隆市 許品婕 生命的奧秘 安樂高中(國中部)

佳作 B2 B2-0090 宜蘭縣 謝惠安 聚 東光國中 潘勁瑞

佳作 B2 B2-0091 彰化縣 林宣妤 泣不成「生」 彰安國中 黃雅慧

佳作 B2 B2-0098 高雄市 蘇芳儀 珍材史料 市立嘉興國中 林佳燕(正式)

佳作 B2 B2-0105 高雄市 毛心祥 「輕」雲萬里，「軌」斧神工市立三民國中 林君玲(正式)

佳作 B2 B2-0116臺北市-東區 陳宇瀚 辛勤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B2 B2-0117臺北市-東區 吳孟庭 寧中微喧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佳作 B2 B2-0119臺北市-東區 陳亮璇 晨曦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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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B2 B2-0121臺北市-西區 郭承凱 晨之忙碌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江紫維

佳作 B2 B2-0126臺北市-西區 余奕融 討海人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江紫維

佳作 B2 B2-0133臺北市-北區 游承恩 等待未知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張綺芸

佳作 B2 B2-0140 新竹市 梁筱妮 沉思。永恆。 建華國中

佳作 B2 B2-0142 新竹市 徐愷淇 城市倒影 建華國中

佳作 B2 B2-0146 雲林縣 凃佩昕 忙碌 私立東南國中 程美鳳

佳作 B2 B2-0153 嘉義縣 黃士剛 種子博物館 竹崎高中國中部 張寧

佳作 B2 B2-0157 嘉義市 黃俊誠 華麗與喧囂 蘭潭國中 陳嵩霖

佳作 B2 B2-0160 嘉義市 蔡易諠 蓮鄉風情 蘭潭國中 陳嵩霖

佳作 B2 B2-0166 臺中市 孫若寧 遺忘 五權國中 黃瓊儀

佳作 B2 B2-0173 臺中市 楊宛儒 花現柔情，剪造幸福 四箴國中 王穗芬

佳作 B2 B2-0178 臺中市 陳孜聆 冰冷鐵窗 大華國中 鐘世閔

佳作 B2 B2-0181 苗栗縣 溫彥東 漁市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古義宗

佳作 B2 B2-0189 屏東縣 邱逸馨 收成 恆春國中 許哲禎

佳作 B2 B2-0193 南投縣 莊燕翔 流失歲月 縣立南投國中 鄒修宏

佳作 B2 B2-0194 南投縣 王若華 等待 縣立南投國中 鄒修宏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4

總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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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B3 B3-0144臺北市-北區 李宛芸 雨痕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吳詠潔

特優 B3 B3-0113 高雄市 蘇育玄 森林祕境 市立高雄高工 無(無)

優等 B3 B3-0127臺北市-東區 陳芊妤 枯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無

優等 B3 B3-0129臺北市-東區 徐立典 四人的晚餐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施如瑄

甲等 B3 B3-0092 基隆市 張雯喻 未來 國立基隆女中 林宏維

甲等 B3 B3-0093 基隆市 林以和 心情風景 安樂高中

甲等 B3 B3-0073 新竹縣 呂昊龍 靠岸 私立東泰高中

佳作 B3 B3-0002桃園市-北區 張巧歆 腦力激盪 南崁高中 蔡明勳

佳作 B3 B3-0007桃園市-南區 翁語彤 恬鴨落碧粼 內壢高中 吳緯諺

佳作 B3 B3-0014 金門縣 陳又禕 划龍舟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蔡儒君

佳作 B3 B3-0022 花蓮縣 簡志澄 藏於書中 花蓮高中 許水源

佳作 B3 B3-0037新北市-東區 吳詩楹 蹉跎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3 B3-0049新北市-南區 鄭家昀 無名英雄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3 B3-0051新北市-南區 陳羿廷 圓舞曲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3 B3-0055新北市-北區 王善柔 惜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葉素靜

佳作 B3 B3-0056新北市-北區 唐英姿 孽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B3 B3-0057新北市-北區 魏巧恩 戀戀九份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葉素靜

佳作 B3 B3-0062新北市-中區 徐宇謙 困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古蕊榛

佳作 B3 B3-0068新北市-台商專區 徐瑋琳 剪不斷理還亂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張佐娟

佳作 B3 B3-0074 新竹縣 吳冠樟 交織的美感 國立竹東高中 吳姵儀

佳作 B3 B3-0077 新竹縣 曾子懿 跨時代 國立竹北高中 劉亞騏

佳作 B3 B3-0079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蔡睿霖 落雨聲 北門高中

佳作 B3 B3-0083臺南市-北區(不分區) 蔡佩珊 呼吸 興國高中 尤蒔萱

佳作 B3 B3-0085臺南市-南區 陳語涵 緘默 德光高中 張家祥

佳作 B3 B3-0089臺南市-南區 胡曦元 青春印記 家齊女中 吳威震

佳作 B3 B3-0091 基隆市 呂謙 映 安樂高中

佳作 B3 B3-0094 基隆市 黃翊純 女孩 國立基隆女中 林宏維

佳作 B3 B3-0098 宜蘭縣 李霽 停泊 宜蘭高中 陳新郁

佳作 B3 B3-0106 彰化縣 陳柏諺 提情 溪湖高中 簡世哲

佳作 B3 B3-0109 高雄市 黃育君 窒息的海洋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 黃保荐(正式)

佳作 B3 B3-0112 高雄市 呂心潔 嚮 市立新莊高中 楊筑琪(正式)

佳作 B3 B3-0116 高雄市 黃湘妤 戀曲1980 私立明誠高中 孫英倫(兼(代)課)

佳作 B3 B3-0124 高雄市 黃佩婕 拉開序幕 市立前鎮高中 張家慈(代理)

佳作 B3 B3-0128臺北市-東區 陳令瑀 境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3 B3-0130臺北市-東區 陳信宏 行形攝色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鐘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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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B3 B3-0131臺北市-東區 彭千瑜 真相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 鐘世成

佳作 B3 B3-0134臺北市-西區 蕭琮嬿 根基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簡伯如老師

佳作 B3 B3-0135臺北市-西區 孫梓云 清晨之後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顏國榮

佳作 B3 B3-0138臺北市-南區 陳亞辰 熾愛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謝東榮

佳作 B3 B3-0143臺北市-南區 楊逸 韶光似箭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3 B3-0150臺北市-西區 胡竣詠 第三節下課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張欽賢

佳作 B3 B3-0152 新竹市 郭沛璇 靜止尋覓 香山高中

佳作 B3 B3-0153 新竹市 李昕芃 望 新竹高工 劉靜蓉

佳作 B3 B3-0154 新竹市 陳珈米 港灣協奏曲 建功高中 蔡英志

佳作 B3 B3-0155 新竹市 李羿綸 勤奮 新竹高中

佳作 B3 B3-0157 雲林縣 姚佳妤 虛無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彭阿善

佳作 B3 B3-0174 嘉義市 陳文賢 第三象限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B3 B3-0175 臺中市 施云筑 夾(娃娃)機 華盛頓中學(高中部) 施岳東

佳作 B3 B3-0180 臺中市 沈家葆 觀．美景？ 興大附中 林芳平

佳作 B3 B3-0184 臺中市 陳俊翔 聖典 台中高工 鄭國泰

佳作 B3 B3-0186 臺中市 陳萱怡 誕生的奇蹟 中港高中(高中部) 王秋燕

佳作 B3 B3-0187 臺中市 紀詠量 適應 台中一中 朱忠勇

佳作 B3 B3-0199 屏東縣 陳信恩 瞇 屏東女中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6

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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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B4-0116臺北市-西區 葉庭羽 試煉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無

特優 B4 B4-0123臺北市-南區 蔡嘉緯 拆．分．組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蕭琦蓉

優等 B4 B4-0138 新竹市 陳兪君 凝結的辛勞 新竹女中 周思葶

優等 B4 B4-0044新北市-南區 游家昱 窄路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黃文祥

甲等 B4 B4-0137 新竹市 戴雨蓁 窗前 新竹女中 周思葶

甲等 B4 B4-0119臺北市-西區 陳沛晴 破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溫慶昇

甲等 B4 B4-0007桃園市-南區 劉子萌 禁錮 內壢高中 唐維

佳作 B4 B4-0002桃園市-北區 黃培源 Respect 南崁高中 無

佳作 B4 B4-0009桃園市-南區 彭俊皓 牆角一隅 平鎮高中 楊祝菁

佳作 B4 B4-0011桃園市-南區 古雅竹 午茶的書香與慵懶 平鎮高中 楊祝菁

佳作 B4 B4-0034新北市-東區 林玟均 矛盾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賀楚僑

佳作 B4 B4-0036新北市-西區 李浩存 別遺忘了那些屬於你回憶的一部分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曾己議

佳作 B4 B4-0040新北市-西區 蘇瑋萱 我看不懂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金姵妤

佳作 B4 B4-0043新北市-南區 高珮慈 生命中的『蕪』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玟慧

佳作 B4 B4-0045新北市-南區 楊柏以 情感與現實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玟慧

佳作 B4 B4-0046新北市-南區 温雅怡 動靜之間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B4 B4-0047新北市-南區 劉柏毅 教室裡的王者 新北市私立復興商工 林志金

佳作 B4 B4-0049新北市-北區 吳曼菱 罪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B4 B4-0050新北市-北區 沈逸洋 窗外的雨都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B4 B4-0052新北市-北區 曾詠萱 滯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鍾順達

佳作 B4 B4-0073新北市-東區 蕭子淼 尋找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賀楚僑

佳作 B4 B4-0074 基隆市 鄭筱蓁 盼。望 基隆二信高中 陳品宏

佳作 B4 B4-0084 宜蘭縣 陳紫穎 靈魂.軀殼 宜蘭高中 陳新郁

佳作 B4 B4-0092 高雄市 李威葳 傲慢腥聞 市立前鎮高中 吳承儒(正式)

佳作 B4 B4-0101 高雄市 洪譽恩 ? 市立鼓山高中 朱俊勳(正式)

佳作 B4 B4-0104 高雄市 馮鈺茵 當世界只剩下人類 國立鳳新高中 無(無)

佳作 B4 B4-0110臺北市-東區 袁子璿 菱形鑲嵌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鄧仁川

佳作 B4 B4-0111臺北市-東區 傅曦儀 游離。夢想。貓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戴克非

佳作 B4 B4-0115臺北市-東區 李岳霖 回歸。隱居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鄧仁川

佳作 B4 B4-0120臺北市-西區 顏士閎 寧靜港灣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莊聖逢

佳作 B4 B4-0122臺北市-南區 羅文謙 ㄨㄛˇㄉㄜ˙ㄓˋㄩㄢˋㄕˋㄓㄤˇㄉㄚˋㄧˇㄏㄡ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慧芸

佳作 B4 B4-0125臺北市-南區 邱禾青 異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4 B4-0127臺北市-南區 劉汶杰 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慧芸

佳作 B4 B4-0128臺北市-北區 吳秉叡 忙碌軌跡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無

佳作 B4 B4-0135 新竹市 廖敏如 省思 新竹女中 周思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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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B4 B4-0139 新竹市 張家華 衰 新竹女中 周思葶

佳作 B4 B4-0154 嘉義市 黃鐘名 漁港風情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B4 B4-0157 嘉義市 王薇珊 藝憶歸技 嘉義高中

佳作 B4 B4-0159 臺中市 賴柏辰 躁動的夜雨 大明高中(高中部) 黃文麗

佳作 B4 B4-0165 臺中市 李宜杰 牲活 嶺東中學(高中部) 李天仁

佳作 B4 B4-0170 臺中市 何佳臻 滔滔 台中一中 鄭炳煌

佳作 B4 B4-0172 臺中市 蘇上瑄 杏色二八 台中一中 鄭炳煌

佳作 B4 B4-0178 苗栗縣 黃子緯 頹 國立苗栗高中 陳欣慧

佳作 B4 B4-0181 苗栗縣 黃馨慧 乾燥花˙一角 國立苗栗高中 陳欣慧

佳作 B4 B4-0182 屏東縣 黃于恩 PM2.5 屏東高中 蔡月桂

佳作 B4 B4-0183 屏東縣 顏婕茹 茫然 屏東高中 蔡月桂

佳作 B4 B4-0184 屏東縣 陳彥禎 扭轉 屏東高中 無

佳作 B4 B4-0190 南投縣 楊淳伃 變調的海洋 國立竹山高中 林政杰

佳作 B4 B4-0191 南投縣 趙昱涵 迤 國立竹山高中 林政杰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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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B5 B5-021 高雄市 李志誠 蒼傷。蠅憾 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特優 B5 B5-005 台北市 陳宥安 語．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和捷

優等 B5 B5-054 台南市 林偉丞 淺談工藝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優等 B5 B5-059 台南市 蔡玉雲 共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B5 B5-057 台南市 何其澄 追夢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甲等 B5 B5-037 台北市 朱珉鋒 最後的光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張青峰

甲等 B5 B5-013 高雄市 林冠名 海月 東方設計大學 賴燃發

佳作 B5 B5-004 台北市 林品潔 離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朱友意

佳作 B5 B5-017 高雄市 郭冠緯 拓荒者 東方設計大學 賴燃發

佳作 B5 B5-020 高雄市 趙涵邦 塑食 東方設計大學 鄭福源

佳作 B5 B5-045 台南市 王建庭 忐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47 台南市 林采葳 所思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48 台南市 姚約安 流光歲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49 台南市 劉承騄 虔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51 台南市 吳懿靜 歲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56 台南市 蕭亦彣 窮王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60 台南市 劉濬磊 早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陳香伶

佳作 B5 B5-071 台中市 翁鈺雯 依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欽賢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1

總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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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B6 B6-004 台中市 陳姿蒨 綻 亞洲大學 無

佳作 B6 B6-003 台中市 張芯語 專 · 注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無

甲等 0

佳作 2

總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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