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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IC-001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林邑帆 唐齊己禪師中春感與禪偈 A-A-006 412大里區 大明高中(高中部)

8 AIC-002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楊珮瑄 三首好詩詞 A-A-006 412大里區 大明高中(高中部)

9 AIC-003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淏璿 虞美人 A-A-006 412大里區 大明高中(高中部)

1 AHC-005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徐于恬 行書唐詩二首 A-A-010 412大里區 興大附中

2 AHC-006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李居樸 行書狄敬重九 A-A-010 412大里區 興大附中

3 AHC-007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林冠妤 詠百合花偈 A-A-010 412大里區 興大附中

4 AHC-010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林哲志 晉<陶淵明移居其二> A-A-011 412大里區 僑泰高中(高中部)

5 AHC-011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江政薪 元趙子昂<桃源春曉圖> A-A-011 412大里區 僑泰高中(高中部)

10 AIC-006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廖翊妘 小池 A-A-012 420豐原區 豐原高中

11 AIC-007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林湘蓁 題畫詩四首 A-A-012 420豐原區 豐原高中

12 AIC-009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楊雅珺 陋室銘 A-A-012 420豐原區 豐原高中

6 AHC-015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楊尹茜 四時讀書樂 A-A-016 426新社區 新社高中(高中部)

13 BHC-003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張瑀珊 唐詩二首 B-A-004 403西區 台中女中

14 BHC-004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蔡函霓 前赤壁賦句 B-A-004 403西區 台中女中

15 BHC-005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陳彥良 與宋元思書 B-A-005 403西區 忠明高中(高中部)

16 BHC-011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林儀珊 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 B-A-011 408南屯區 惠文高中(高中部)

17 BHC-015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陳宣任 唐‧李白送友人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19 BIC-001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楊雲涵 水調歌頌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20 BIC-002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王虹勻 贈衛八處士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21 BIC-003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趙葳 浣溪紗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22 BIC-004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彥擇 臨江仙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23 BIC-005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顏廷軒 李白五絕三首 B-A-015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高中部)

18 BHC-017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張語瑄 李白--行路難 B-A-016 435梧棲區 中港高中(高中部)

24 BIC-007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雅琳 行路難 B-A-19 434龍井區 龍津高中(高中部)

31 CIC-001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劉映蘭 李白將進酒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32 CIC-002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李沛妤 古詩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33 CIC-003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莊幸融 浣溪紗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34 CIC-004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蔡沛芹 將進酒詩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35 CIC-005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許云瑄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36 CIC-006 高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品玲 桂枝香·登臨送目 C-A-001 404北區 台中一中

25 CHC-004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何長興 截選千字文 C-A-002 404北區 台中二中

26 CHC-006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陳棋為 水龍吟 C-A-002 404北區 台中二中

27 CHC-014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李庭妤 東坡詩 C-A-008 406北屯區 衛道高中(高中部)

28 CHC-017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楊承叡 明代增廣昔時賢文 C-A-011 427潭子區 弘文高中(高中部)

30 CHC-024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顏培益 與宋元思書 C-A-017 437大甲區 大甲高中

29 CHC-020 高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賴乙萱 肚山觀海 C-A-019 428大雅區 中科實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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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GC-001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侯思圻 韓翃同題仙遊觀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8 XGC-002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李承昱 春夜喜雨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9 XGC-003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林子茵 宋王禹偁詩村行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10 XGC-004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羅翊文 王十朋‧題湖邊莊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11 XGC-007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弘偉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12 XGC-008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黃昭元 劉禹錫＜秋詞＞ 甲-B-003 404北區 五權國中

1 XFC-001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劉平勝 夜歸 甲-B-004 404北區 立人國中

2 XFC-002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蔡蕙羽 尋雍尊師隱居 甲-B-005 404北區 新民高中(國中部)

3 XFC-004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林季妍 春題龍門香山寺 甲-B-006 404北區 曉明女中(國中部)

4 XFC-023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徐昭昕 梅堯臣<師厚生日因以詩贈> 甲-B-021 412大里區 僑泰高中(國中部)

5 XFC-031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廖依辰 唐詩二首 甲-B-028 423東勢區 東勢國中

6 XFC-032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楊絜米 唐李欣心送魏萬之京 甲-B-028 423東勢區 東勢國中

7 XDC-011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陳君妮 山中主人 甲-C-009 404北區 北區太平國小

1 XBC-004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趙英伊 錄唐詩二首 甲-C-011 404北區 立人國小

2 XBC-005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雷承恩 錄唐詩 甲-C-011 404北區 立人國小

3 XBC-008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郭恬妍 張泌 寄人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4 XBC-009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陳宥丞 王昌齡 芙蓉樓送辛漸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8 XDC-016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吳紘瑩 杜甫 野望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9 XDC-017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張益禎 李商隱 錦瑟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10 XDC-018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徐子恆 李商隱 瑤池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11 XDC-019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李亮卉 陳陶 隴西行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12 XDC-020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郭書蘋 李商隱 嫦娥　　 甲-C-033 412大里區 大里國小

5 XBC-012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張庭睿 杜甫七言律詩 甲-C-043 412大里區 瑞城國小

6 XBC-013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羅宥翔 王維 酬郭給事 甲-C-083 426新社區 新社國小

13 YFC-002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陳律蓉 李白 菩薩蠻 乙-B-006 403西區 向上國中

14 YFC-006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張博安 虞美人 乙-B-012 407西屯區 西苑高中(國中部)

15 YFC-014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楊翊詮 唐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 乙-B-026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國中部)

16 YFC-018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黃楷婷 杜甫－蜀相 乙-B-026 414烏日區 明道中學(國中部)

17 YFC-020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李翼全 遣悲懷(二) 乙-B-031 434龍井區 龍井國中

18 YFC-021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林冠岑 望月有感 乙-B-031 434龍井區 龍井國中

19 YGC-011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紀鈞妮 醉翁亭記 乙-B-032 434龍井區 龍津高中(國中部)

20 YGC-015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陳箬昀 詩二首 乙-B-032 434龍井區 龍津高中(國中部)

21 YGC-016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劉亦庭 錄柳宗元詩 乙-B-033 435梧棲區 中港高中(國中部)

22 YGC-019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歐濟萱 錄李白詩 乙-B-033 435梧棲區 中港高中(國中部)

23 YGC-023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王詩淇 錄岑參詩 乙-B-033 435梧棲區 中港高中(國中部)

24 YGC-024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紀俞廷 錄李颀詩 乙-B-033 435梧棲區 中港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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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YBC-018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陳湞云 李白五律一首 乙-C-035 408南屯區 惠文國小

19 YDC-037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何郁頡 杜甫詠懷古蹟 乙-C-035 408南屯區 惠文國小

14 YBC-021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劉沛甄 程顥秋日詩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15 YBC-022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李昀珊 七絕二首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16 YBC-023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童新皓 林逋詩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17 YBC-024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羅元禎 錄詩二首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18 YBC-025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黃鈺涵 春望詩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20 YDC-047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徐子媛 唐杜少陵閣夜詩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21 YDC-049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童品慈 杜少陵冬景 乙-C-057 434龍井區 龍泉國小

22 YDC-052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林芸婕 長江萬里圖 乙-C-063 435梧棲區 梧棲區中正國小

23 YDC-054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李沛潔 白居易【庾樓曉望】 乙-C-072 436清水區 西寧國小

24 YDC-055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林永翔 杜甫【詠懷古蹟五首‧其五】 乙-C-072 436清水區 西寧國小

25 ZFC-013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童渝旋 錄程顥秋日詩 丙-B-008 406北屯區 衛道高中(國中部)

26 ZFC-015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黃湘云 唐詩二首 丙-B-008 406北屯區 衛道高中(國中部)

31 ZGC-001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張嘉恩 李白詩兩首 丙-B-012 420豐原區 豐陽國中

27 ZFC-022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余佳蓁 張旭桃花溪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28 ZFC-023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余妍萱 鄭愁予窗前有鳳凰樹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29 ZFC-024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楊祐宇 清吳子光詩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32 ZGC-007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廖翊熏 王昌齡送柴侍御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33 ZGC-008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林珮琪 張旭山中留客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34 ZGC-009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林霈俞 張旭山中留客 丙-B-019 428大雅區 大華國中

30 ZFC-029 國中普通班組 書法類 王柏勛 錄唐詩二首 丙-B-022 429神岡區 神圳國中

35 ZGC-014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嚴偉峻 無題 丙-B-028 437大甲區 大甲國中

36 ZGC-024 國中美術班組 書法類 黃翊婷 答謝中書書 丙-B-028 437大甲區 大甲國中

25 ZBC-003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顏可霏 春近 丙-C-004 406北屯區 文心國小

26 ZBC-009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陳元正 唐詩二首 丙-C-024 420豐原區 瑞穗國小

31 ZDC-015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林暐芯 唐詩二首 丙-C-024 420豐原區 瑞穗國小

27 ZBC-011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張語涵 古詩二首 丙-C-031 421后里區 內埔國小

32 ZDC-020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張博凱 古詩二首 丙-C-031 421后里區 內埔國小

28 ZBC-015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羅珮菱 王維＜酬張少府＞ 丙-C-053 429神岡區 社口國小

33 ZDC-036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楊湘甯 禪詩二首 丙-C-053 429神岡區 社口國小

34 ZDC-039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林筨恩 杜甫秋興之三 丙-C-058 433沙鹿區 文光國小

29 ZBC-016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江兆軒 詩兩首 丙-C-062 433沙鹿區 鹿峰國小

30 ZBC-018 國小中年級組 書法類 陳亭頤 詩兩首 丙-C-062 433沙鹿區 鹿峰國小

35 ZDC-048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呂念潔 同題仙遊觀 丙-C-071 437大甲區 順天國小

36 ZDC-049 國小高年級組 書法類 曾妍韶 唐杜甫詩句 丙-C-074 438外埔區 外埔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