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屏東縣 龔卉心 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 後庄國小 張廣義

特優二 新北市中區 徐婕瑜 辛棄疾-青玉案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呂秋玉

優等一 台中市 吳紘瑩 戴叔倫《寄司空曙》 大里國小 施翔友

優等二 台中市 徐子媛 錄七律一首 龍泉國小 李佩倫

甲等一 桃園市北區 劉貴宜 贈郭給事 永順國小 蕭淑慈

甲等二 高雄市 陳泓亦 范成大詩二首 市立楠梓國小 盧智琦(正式)

佳作 台中市 陳志斌 詠懷古蹟五首之五 西寧國小 周品足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梁耘語 王維-酬張少府 唐詩一首 中山國小 程盈琇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林愷淇 浣溪紗 中山國小 李惠芬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黃筱棋 宋 晏殊浣溪沙 潛龍國小 劉姿麟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呂茌慧 節錄 溥儒~寒玉堂聯文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洪淑璋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梁甯筑 櫻桃(李商隱)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無

佳作 新北市中區 田宓 高適 燕歌行(節錄)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廖久慧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蕭均竹 節錄王屢吉詩鈔 新泰國民小學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張立蓁 南遊集月光詩 新泰國民小學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思愷 李商隱〈無題〉 昌平國民小學 林明享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林宜臻 出石門(唐駱賓王) 插角國小 鄭琪瑩

佳作 新北市南區 王亭云 蘇東坡詩兩首 鶯歌國小 翁秀貞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李易芠 王維詩《積雨輞川莊作》 昌福國小 駱約如

佳作 新北市南區 池宛昕 古詩一首 育德國小 鄭聿琁

佳作 新竹縣 張苡萱 李白詩句 山崎國小 張淑鄉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陳柔澐 唐詩一首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 翁錦瑛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黃小津 詩兩首 崇明國小 吳郁芝

佳作 宜蘭縣 簡楷真 杜甫《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北成國小 游祥珉

佳作 高雄市 郭宇恩 楊萬里詩三首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翁素雅(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佰裙 錄唐詩二首 市立油廠國小 孫千雅(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芝瑜 李商隱籌筆譯詩 市立橋頭國小 張雅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詠儀 歐陽永叔詩 市立壽天國小 史文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秉銨 錄宋詩二首 市立舊城國小 劉淑琴(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林郁芳 七絕兩首 市立橋頭國小 陳慧真(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顏鵬修 七絕兩首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謝依錦(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育妍 韓翃.同題仙游觀 市立林園國小 蘇建榮(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吳冠儒 曾幾七言詩 市立楠梓國小 陳姿宜(正式)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林媛慧     送皇甫冉往安宜李嘉佑     臺北市私立華興國民小學     王秀文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林子心     韓愈河南令舍池臺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施富皓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白紹徽     杜牧詩二首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小學     陳慧娟  

佳作 台北市-

南區
  廖冠銓     唐盧綸秋中過獨派郊居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梁廷杰  

佳作 雲林縣 林書妍 隋宮詩-李商隱 公誠國小 鄧金珠

佳作 雲林縣 尋亭榕 唐詩二首 公誠國小 吳翠吟

佳作 嘉義縣 許瀞勻 為學修身格言 民雄國小 張儷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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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嘉義市 張本鈺 張養浩登泰山 大同國小 陳湘琪

佳作 嘉義市 童棠新 唐杜甫登樓詩一首 世賢國小 王櫻珠

佳作 嘉義市 黃怡琇 唐詩 嘉義大學附小 黃瑞香

佳作 台中市 張益禎 李商隱《夜雨寄北》 大里國小 施翔友

佳作 台中市 童品慈 唐武元衡春題龍門香山寺 龍泉國小 蕭媚蓮

佳作 台中市 李卷頤 智永楷書七絕二首 國光國小 邱盟琇

佳作 台中市 張博凱 雜詩二首 內埔國小 楊琇媚

佳作 屏東縣 林子睿 題元白家詩 仁愛國小 陳慧玲

佳作 屏東縣 熊廷瑜 劉長卿詩 崇文國小 陳秋錦

佳作 屏東縣 黃千卉 重九賞心亭登高詩一首 東港國小 吳嘉惠

佳作 屏東縣 林俞均 溫庭筠「李羽處士寄新醞走筆戲酬」 東港國小 許鳳娥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佳作 45

總計 51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高雄市 阮詩晴 七絕兩首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柯佳儀(正式)

特優二 宜蘭縣 林沁瑩 張先《千秋歲》 北成國小 游祥珉

優等一 屏東縣 龔子妤 七絕三首 後庄國小 楊清河

優等二 高雄市 楊頤瑾 李白詩三首 市立橋頭國小 閔裕根(正式)

甲等一 高雄市 吳俊霆 丙申年孟秋上浣錄李商隱詩 市立楠陽國小 莊淑慧(正式)

甲等二 彰化縣 曾冰雁 唐詩二首 南興國小 許麗玲

甲等三 高雄市 孫偉庭 唐詩二首 市立陽明國小 楊士儀(正式)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孫振倫
宋陸放翁  

臨安春雨初霽
大忠國小 黃宥榛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劉佳穎
康有為  

出都留別諸公
青溪國小 梁偉峰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沈歆媞 菜根譚詩 南美國小 張綉珍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周沛辰 秋風辭~漢武帝樂府詩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

民小學
鄭雯瑩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藝欣 九日閒居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

民小學
張麗蓮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黃律齊 贈韋侍御黃裳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

民小學
張麗蓮

佳作 新北市中區 蕭奕衡 陸游遊山西村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

民小學
劉敏莉

佳作 新北市中區 許芙瑋 三國演義詩二首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

民小學
張麗蓮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呂淇安 張九齡古詩選 新泰國民小學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辰宣 奉和聖制途次陝州作 新泰國民小學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西區 陳奕丞 節錄岳陽樓記 新泰國民小學 汪彥璋

佳作 新北市南區 王宇馨 韓翃詩一首 鶯歌國小 徐俊銘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黃予忻 古詩一首 育德國小 鄭聿琁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黃翔隆 唐詩二首 秀朗國小 呂欣恩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品涵 李白詩《登金陵鳳凰台》 昌福國小 駱約如

佳作 新北市南區 傅姿尹 唐詩二首 彭福國小 陳俊安

佳作 新北市東區 劉子語 東坡七絕二首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

民小學
王烈邦

佳作 新北市東區 闕毓葶 唐詩二首
新北市汐止區長安國

民小學
楊漢隆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陳貞伊 杜甫野望 永康國小 王垣芳

佳作 基隆市 劉詩馨 韓翃詩 碇內國小 陳金榮

佳作 宜蘭縣 趙偲羽 程顥《郊行即事》 北成國小 游祥珉

佳作 高雄市 林承佑 臨江仙 市立壽天國小 陳以琳(代理)

佳作 高雄市 王齡萱 唐詩三首 市立援中國小 戴福明(正式)

佳作 高雄市 呂佳儒 雞田赤誠 市立小港國小 張靜宜(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睿妤 踏青遊 市立梓官國小 莊穎發(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奕叡 遊山西村 市立五權國小 陳美卉(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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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高雄市 劉凡溱 觀書有感 市立光武國小 吳玫慧(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辜苗瑋 道德修身佳言 市立瑞興國小 簡宏輝(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郭昱 錄唐人七絕三首 市立加昌國小 黃艷蓉(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鮑善文 唐詩二首 市立莒光國小 陳昭伶(正式)

佳作 台北市-

北區
  張芝瑜     舊王孫題畫詩二首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  黃芸歆  

佳作 台北市-

西區
  宋佳芸     詩兩首   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劉綺芸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江昕霓     唐高常侍漁夫歌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謝淑敏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陳彥均     陶淵明 擬古-其八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王中振  

佳作 台北市-

東區
  王耀慶  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鄭怡欣  

佳作 雲林縣 黃子軒 詩二首 莿桐國小 張維珊

佳作 嘉義市 吳宜恩 韋莊章臺夜思詩 林森國小 曾秀鳳

佳作 嘉義市 黃榆真 黃山谷詩 博愛國小 林穎生

佳作 台中市 柯承宏 楷書 永隆國小 陳榮傑

佳作 台中市 楊至涵 春日燕王起城東別業 梧棲區中正國小 戴毓利

佳作 台中市 余妍萱 蘇軾《題西林壁》張說《送梁六自洞庭山》 三和國小 陳怡閔

佳作 台中市 張嘉恩 送孟浩然之廣陵 翁子國小 蔡宜青

佳作 苗栗縣 葉映辰 唐詩一首 縣立竹興國小 張菊芸

佳作 苗栗縣 潘雨凡 宋詩三首 縣立頭份國小 洪慧琪

佳作 南投縣 林千雅
王安石「遊杭州聖果

寺」
縣立南投國小 魏美君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高雄市 涂欣玉 朱熹井泉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李貞瑩(正式)

特優二 新北市中區 林佳圻 李清照--《滿庭芳》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李美台

優等一 高雄市 呂昀珊 晚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 市立民族國中 陳美菁(正式)

優等二 台北市-西區   李宛儒     宋仲并題吳氏曠遠亭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婉甄  

甲等一 台北市-南區   王穎蓁     唐錢起送韋信愛子歸覲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羅月卿  

甲等二 台北市-東區   陳暐熹     天竺再用前韵有詩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李坤玲  

佳作 高雄市 黃楷勛 屈大均<<江皋>> 市立左營國中 陳喬郁(代理)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林勻婷 杜甫-蜀相 大成國中 李安華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呂心喬 蘇幕遮―范仲淹 青溪國中 康學瑋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饒宸瑋 五言律詩一首 建國國中 潘群立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劉承儒 觀濤 東興國中 莊鈞智

佳作 桃園市南區 薛淯駿 宋章良能—小重山 東興國中 鄧依蘋

佳作 新北市中區 張佳薇 諸葛亮誡子書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陳愛華

佳作 新北市中區 陳恩宇 留題李明府霅溪水堂(劉長卿 唐詩)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蕭逸清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薛筱臻 春望 崇林國民中學 余宗珮

佳作 新北市西區 張鈞皓 溥心畬綺羅香詞 新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施羽凡 張先叢花 義學國民中學 夏秋雲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賴萬芳 林獻堂七言詩 林口國民中學 賴韻竹

佳作 新北市西區 曾恒晨 長沙過賈誼宅 新莊國民中學 無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陳庭葳 杜子美光祿坂行 南山高中 賴建華

佳作 新北市南區 黃郁欣 錢塘湖春行 鶯歌國中 張綺恩

佳作 新竹縣 廖思品 洞庭湖 自強國中 王志婷

佳作 臺南市南區 嚴承廷 題秋江聽笛圖 慈濟高中 吳念祖

佳作 基隆市 李柏劭 李白贈孟浩然詩 中正國中 吳劭文

佳作 宜蘭縣 陳品妤 思遠人 國華國中 羅千琦

佳作 高雄市 李孟蓁 唐詩三首 市立橋頭國中 林明傳(無)

佳作 高雄市 蔡函諭 宋詩三首 市立龍華國中 謝玉蘭(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郭名恆 詩一首 市立中正高中附設國中 盧怡杏(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惠昕 唐伯虎詩 市立明華國中 張克享(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采葳 浣溪紗 市立青年國中 楊靜儒(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陳宥凱 王貞白詩二首:<曉發蕭觀>,<釣台> 市立福山國中 蔡伊倫(正式)

佳作 高雄市 王御諺 李清照念奴嬌 市立右昌國中 王一婷(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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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北市-西區   翁義勛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詩<李白>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呂逸雯  

佳作 台北市-西區   謝琬琳     江雪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蔡英如  

佳作 台北市-西區   張杰     唐張籍寄和州劉使君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呂宜姿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黃家樑     李商隱 隋宮詩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劉明昇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陳蓁蓁     曹秋圃福畫詩二首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梁嘉文  

佳作 台北市-南區   盧佑宜     宋代陳棠晚步詩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羅月卿  

佳作 台北市-南區   周美沙     中秋江南逢李龜年詩二首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新竹市 張祐誠 詩一首 培英國中 陳雯靜

佳作 雲林縣 蔡福偉 名言佳句一則 崇德國中 吳雨珊

佳作 雲林縣 蕭盈盈 古詩二首 揚子中學 黃上芳

佳作 嘉義市 何瑜芹 遊月殿 嘉義國中 陳虹如

佳作 嘉義市 王筑萱 治學嘉言二則 嘉華高中 彭舒渝

佳作 台中市 林哲志 錄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 僑泰高中(國中部) 楊意美

佳作 台中市 林冠妤 清席佩蘭鐘聲 長億高中(國中部) 沈淑玫

佳作 台中市 何宗恩 書唐李頎題璿公山池 立人高中(國中部) 石美玲

佳作 台中市 李居樸 江村晚眺 光明國中 馬中峰

佳作 台中市 趙奕婷 五言律詩二首 沙鹿國中 陳郁欣

佳作 台中市 顏珮涵 詠孔孟 沙鹿國中 卓振生

佳作 屏東縣 吳馥秀 長安秋堂 東港高中 洪玫秀

佳作 屏東縣 謝逸華 宋詞兩首 南榮國中 詹玫芳

佳作 屏東縣 黃英綺 韓翃-同題仙游觀 中正國中 賴文隆

佳作 南投縣 陳泓宇 陸游 臨安春雨初霽 縣立南投國中 魏美君

佳作 南投縣 林容 李商隱錦瑟 縣立草屯國中 謝宜云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2

佳作 49

總計 55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台北市-南區   王韻婷     蘇東坡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蘇詒茹  

特優二 台中市 謝芯蕙 塞下曲 四箴國中 王穗芬

優等一 台北市-南區   陳韞之     薛舍人使君觀察韓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既霽先呈即事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優等二 臺南市不分區 沈冠廷 李商隱詩無題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郭承權

甲等一 桃園市南區 林亮婷 林和靖梅花詩 楊梅國中 傅熙舜

甲等二 高雄市 石珮君 錄七絕三首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陳威宜(正式)

甲等三 台中市 楊宇蓉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龍津國中 黃心玫

佳作 桃園市北區 李健鑫 七言絕句一首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李炎鴻

佳作 桃園市北區 簡允星 杜子美曲江二首 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李炎鴻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劉俊廷 李商隱風雨 中壢國中 葉國康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章繼榳 浣溪紗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劉軒齊 節錄李白將進酒 中壢國中 郭美吟

佳作 桃園市南區 王昱心 張繼閭門即事 自強國中 辜烱郁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李怡蓁 梅花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趙淑君

佳作 新北市西區 賴芊蕙 登樓 福和國民中學(美術班) 邱欣

佳作 新北市東區 許方嘉 唐朝回文詩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林惠珍

佳作 新竹縣 黃禹瑄 王勃滕王閣序 竹東國中 彭雅芳

佳作 新竹縣 劉安哲 東坡詩句 竹北國中 湯堯仲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吳季祐 蘇東坡赤壁懷古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吳俊哲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申翊萱 客至 臺南市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洪尚華

佳作 臺南市不分區 陳逸宏 野望 臺南市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郭承權

佳作 彰化縣 洪煥益 早寒江上有懷 溪湖國中 李銘祥

佳作 彰化縣 洪維詩 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 溪湖國中 李銘祥

佳作 彰化縣 李沐慈 題破山寺後禪院 溪湖國中 李銘祥

佳作 高雄市 蔡劭宇 舟泊漢江望黃鶴樓 市立嘉興國中 莊小芩(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陳怡閔 李白詩三首 市立三民國中 鄭公勛(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林承昕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市立嘉興國中 莊小芩(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蔡佳 宋詩二首 市立五甲國中 何珮瑜(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梁議云 蘭亭集序句 市立光華國中 王鈺婷(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洪郁茹 王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市立壽山國中 李佳恂(代理)

佳作 高雄市 吳思妤 唐詩2首 市立五甲國中 何珮瑜(兼(代)課)

佳作 高雄市 楊倍坤 登樓 市立鳳山國中 朱國和(兼(代)課)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李少棠     唐詩一首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莊瑋婷  

佳作 台北市-南區   高爾雅     小廊茶集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周盈君  

佳作 新竹市 陳苑妤 〈春望〉-杜甫 建華國中 宋兆賢

佳作 雲林縣 黃薰瑩 古詩一首 東南國中 吳昱瑩

佳作 雲林縣 林宜儒 蜀相 斗六國中 張晏慈

佳作 雲林縣 李菀庭 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 正心中學 王怡文

佳作 雲林縣 賴季琳 朱子治家格言 斗六國中 陳燕鈴

佳作 嘉義縣 蔡文柔 皎然  曉春尋桃源觀 朴子國中 蔡芳蘭

佳作 嘉義縣 蔡文心 魏際瑞  金山 朴子國中 鄭玄敏

佳作 嘉義縣 彭靖珺 林甫山中寄招葉秀才 朴子國中 黃柳禎

佳作 台中市 陳雅琳 無題 龍津國中 黃心玫

佳作 苗栗縣 傅宣豪 李白送友人 縣立明仁國中 方意捷

佳作 苗栗縣 紀承佐 律詩一首 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翁志賢

佳作 苗栗縣 林士芸 劉禹錫感懷 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翁志賢

佳作 苗栗縣 吳征航 白居易二首 縣立明仁國中 方意捷

佳作 屏東縣 林士軒 客遇焦侍囀春鶯 宋 王普卿 新園國中 李宜倫

佳作 屏東縣 陳亭妤 山園小梅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梁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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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2

總計 49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桃園市南區 李冠翰 龍洲道人詞一闋 復旦高中 王昱

特優二 台北市-西區   葉又瑄     次韻葉秀實縣治環翠亭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張敬媛  

優等一 南投縣 劉品毅 登總持閣 國立中興高中 黃昭祥

優等二 台北市-北區   Rosalyn Wang王若禧     江淹 詩二首     臺北美國學校   劉華美  

甲等一 台北市-南區   馮靖淯   ．聶冠卿　詞－多麗李良定公席上賦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吳相文  

甲等二 高雄市 陳彥蓉 七絕五首 國立鳳新高中 張玉玲(正式)

甲等三 台北市-西區   李汪禹     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徐瑞昌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蔡岳廷 八陣圖-杜甫 陽明高中 陳建榮

佳作 桃園市北區 薛郁鈴 宋 柳永<浪淘沙慢 夢覺> 大溪高中 陳家偉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劉宏洲 陶淵明〈歸田園居二首〉 武陵高中 邱培芳

佳作 桃園市北區 張瑩暄 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 陽明高中 簡琪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古茹均 白樸天淨沙 復旦高中 梁忠弘

佳作 新北市中區 林楷倫 革命逸史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王智明

佳作 新北市北區 莫昱婕

蘇東坡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

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

者聊為和之

蘆洲區三民高中 無

佳作 新竹縣 黃治鈞 溥心畬南遊集卷二題畫師 忠信學校 龔宜蕙

佳作 新竹縣 周沂嫺 錄李太白律詩兩首 竹北高中 劉亞騏

佳作 臺南市北區 邱靖 荀子勸學篇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曾馨儀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高郁筆 尋西山隱者不遇 臺南二中 -

佳作 臺南市南區 莊博翔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長榮中學 陳淑萍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方品媛 七言律詩二首 家齊女中 劉水德

佳作 臺南市南區 陳沛慈 七言絕句六首 臺南女中 蔡翠華

佳作 臺南市南區 林妍君 錄唐五言律詩三首 臺南女中 余珮甄

佳作 彰化縣 韋齡斐 杜甫〈詠懷古跡其三〉 溪湖高中 鄭禮勳

佳作 高雄市 黃熙文 于凌波前賢醒式詠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葉君儀(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佳芸 蘇軾〈新城道中〉 市立新莊高中 吳敏樺(正式)

佳作 高雄市 許廷瑋 唐詩兩首 市立林園高中 許榕(代理)

佳作 高雄市 涂珮甄 古詩一首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無(無)

佳作 高雄市 王若馨 七言絕句六首 市立左營高中 陳郁環(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佳汧 辛棄疾玉樓春 市立海青工商 曾敏泰(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邵靖雯 錄杜子美七言絕句詩五首 市立高雄女中 黃湘雅(代理)

佳作 台北市-北區   陳永欣     宋趙彥端題西隱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羅夢婷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歐韋伶     蘇東坡詞二首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無  

佳作 台北市-北區   Katherine Chen陳慧軒     秋明室聯語集錄     臺北美國學校     Amy Cheng 鄭佳欣  

佳作 台北市-西區   黃品臻     唐王建早秋過龍李將軍書齋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黃俐芳  

佳作 台北市-東區   高珮珈     七言律詩三首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廖吟軒  

佳作 台北市-東區   林雨宣     李叔同憶兒時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朱文正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林韋汝     春夜宴桃李園序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陳嘉英  

佳作 台北市-南區   王韻筑     溯中巖群荷師兩首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張國斌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游景恩     宋詞一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文苑  

佳作 新竹市 林芯羽 王維律詩兩首 新竹女中 周思葶

佳作 新竹市 李嘉晏
觀水漲二首自石湖至橫塘山水回

合二首
新竹女中 許惠惠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普通班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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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新竹市 陳宇謙 劉禹錫詩兩首 香山高中 劉建伯

佳作 雲林縣 李欣諺 天末懷李白 斗南高中 黃珮玲

佳作 台中市 鄭安庭 鄭燮詩二首 興大附中 施子方

佳作 台中市 黃奕璇 雅詩一首 台中女中 鄭如娟

佳作 台中市 張珮嫻 李清照詞二首 惠文高中(高中部) 黃琬瑜

佳作 台中市 郭虹里 石蒼舒醉墨堂 西苑高中(高中部) 宋武修

佳作 台中市 吳炳良 杜工部詩二首 台中一中 無

佳作 台中市 羅予欣 滄浪池上 新民高中(高中部) 黃鈺綉

佳作 台中市 吳婕歆 祖永詩二首 衛道高中(高中部) 吳福文

佳作 苗栗縣 鄭 安 孟浩然 秋登蘭山寄張五 國立苗栗農工 游富永

佳作 屏東縣 黃瀞玄 李白聽蜀僧濬彈琴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呂鴻榮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45

總計 52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台北市-北區   李儀柔     宋代李流謙詩一首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特優二 台北市-北區   張語唐     宋李流謙萬里道上逢牧者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優等一 台中市 魏劭亘 晏幾道臨江仙詞 台中一中 蕭世瓊

優等二 雲林縣 江敬文 古詩一首 斗六家商 賴郁文

甲等一 台北市-北區   洪巧穎     宋高宗漁父詞五首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甲等二 台中市 許家綸 羊士諤泛舟入後溪 台中一中 蕭世瓊

甲等三 新竹縣 謝懷萱 王維詩貳首 義民高中 魏崇安

佳作 桃園市北區 陳胤暢 登樓 南崁高中 侯珮瑩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古詠涵 陶淵明神釋詩 內壢高中 蔡譯德

佳作 桃園市南區 古雅竹 李義山無題二首 平鎮高中 曾淑芬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鄭涵 唐詩七律二首 內壢高中 曾建舜

佳作 桃園市南區 邱奕維 杜甫詩句 平鎮高中 曾淑芬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賴禹軒 唐詩八首 復興商工 吳剛毅

佳作 新北市南區 辜郁綺 杜甫詩 復興商工 高振益

佳作
臺南市不分

區
蘇妍蓁 李白 桃李園序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張家榮

佳作
臺南市不分

區
楊珮綦 明高啟梅花詩一首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段榮榆

佳作
臺南市不分

區
謝郁晴 七言律詩兩首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段榮榆

佳作 基隆市 何秉軒 滄浪池上 國立基隆高中 何昭慧

佳作 基隆市 吳巧意 鄭愁予詩 國立基隆高中 何昭慧

佳作 高雄市 鄭羽岑 雨霖鈴 市立三民家商 宋鴻雁(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鄭楷臻 古詩四首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江姿羽 宿府詩 市立海青工商 楊郁芳(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鄧熙柔 沈佺期  《獨不見》 市立前鎮高中 吳承儒(正式)

佳作 高雄市 黃之芸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國立鳳新高中 陳順昌(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李浩維 韓愈秋懷詩三首 市立三民家商 蔡郁麗(正式)

佳作 高雄市 曾靖喻 李日華褐筆頌 市立鼓山高中 馮美玲(正式)

佳作 台北市-北區   林玟妤     七言律詩二首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陳裕發  

佳作 台北市-南區   葉姿婷     曹操 短歌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文苑  

佳作 台北市-南區   方永貞     子夜四時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林文苑  

佳作 新竹市 蘇昱陵 谿山秋意詩軸 新竹女中 常業宏

佳作 嘉義市 黃昱宸 月下獨酌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董祐鈞 唐詩三首 嘉義高中 黃俊傑

佳作 嘉義市 許名緯 古詩一首 嘉義高中 李淑娟

佳作 嘉義市 郭澤瑩 七言律詩二首 嘉義高商 黃聖樂

佳作 台中市 廖翊妘 酬張少府 豐原高中 王庭捷

佳作 台中市 黃晟嘉 唐僧人棲蟾寄問政山聶威儀 大明高中(高中部) 黃美玲

佳作 台中市 江洋萱 將進酒摘句 明道中學(高中部) 曾興泰

佳作 台中市 游翊鳳 題溪山疊翠卷 明道中學(高中部) 曾興泰

佳作 台中市 莊曜宇 唐寅落花詩二首 台中一中 蕭世瓊

佳作 南投縣 高定 高適醉後贈張九旭詩 國立竹山高中 陳子張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33

總計 40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新北市 袁啟陶 如孟令及詠梅詩 臺灣藝術大學 林進忠

特優二 新北市 鐘享諭 林章詩乙首 臺灣藝術大學 阮常耀

優等一 新北市 楊崇廉 釋正禪師-點绛唇 臺灣藝術大學 蔡介騰

優等二 嘉義縣 林柏叡 送弘志上人歸湖州 國立嘉義大學 何文玲

甲等一 臺中市 林暐宸 曲江二首 東海大學 魯漢平

甲等二 高雄市 黃柏雄 七言絕句兩首 樹德科技大學 張宗祐

甲等三 台南市 柯貞佑 偶 成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林勝良

佳作 台中市 陳韻如 元裕之臨江仙詞 台中教育大學 無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

總計 8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得獎名冊



名次 縣市別 姓名 題目 就讀學校 指導老師

特優一 新北市 王奕玲 蘇東坡 南歌子 國立臺北大學 無

特優二 台南市 沈昱佐 賈至《贈南州詩》 國立成功大學 高木軒

優等一 台南市 夏嫚蓮 柳永(望海潮) 國立臺南大學 莊千慧

優等二 高雄市 曾思翰 韓碑 高雄大學

甲等一 新北市 陳羿全 白居易選 亞東技術學院 陳麗萍

甲等二 臺北市 李佳勳 李白-關山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鍾麒先

甲等三 苗栗縣 楊子萱 夢 聯合大學

佳作 臺北市 林芳竹
青蓮居士盧山謠寄盧

侍次御虛舟長詩
臺北市立大學 蘇慧君

特優 2

優等 2

甲等 3

佳作 1

總計 8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非美術系得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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