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次 學制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備註

1 第一名 日書一 徐志誠 鱷循環

2 第二名 進書三 許名緯 舞慾

3 第三名 進書四 林翊麒 漫漫餘生

4 佳作 日書四 沈亭妘 我在浴室養條魚

5 佳作 進書一 陳軒祺 謐

6 佳作 進書一 陳信弘 彼岸一隅之 來玩嘛！

7 佳作 進書二 郭憶賢 椅子

8 佳作 進書三 郭中懿 家鄉的四月雪

9 佳作 進書三 黃莉堤 想·圍爐

10 佳作 進書三 李宗諺 他要去那個妳一無所知的地方

11 佳作 進書四 蔡涵伊 太空迷航

12 佳作 進書四 蕭寬 黑夜狂響曲

13 佳作 進書四 花繹勛 三級警戒

14 佳作 進書四 章芷瑄 框架

15 入選 在職一 劉瑛峯 家香

16 入選 在職一 林惠蘭 頂樓住戶

17 入選 在職二 呂明展 康莊大道

18 入選 在職二 賴彥如 思無鞋

19 入選 在職二 汪琪琪 侏羅紀(二)復刻的記憶

20 入選 在職二 吳正宜 何去何從

21 入選 日書一 鄧絜予 聽．轉

22 入選 日書一 白騏綸 纏・潺

23 入選 日書一 宋佳縈 樂園

24 入選 日書一 蔡智晴 神怪圖

25 入選 日書一 陳兪君 一心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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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入選 日書一 連韋傑 傾國

27 入選 日書一 戴敬儒 浮˙夢

28 入選 日書二 張若妤 獨白

29 入選 日書三 卓相妘 花開花落自有時

30 入選 日書三 陳禹嘉 束縛

31 入選 日書三 賴韋伶 浪

32 入選 日書三 林芷筠 甡

33 入選 日書三 曹育綺 一起去看星星嗎？

34 入選 日書三 曾湘麟 紅珊瑚

35 入選 日書三 許懷方 癒

36 入選 日書三 簡秀倩 淨

37 入選 日書四 張寧 泡泡

38 入選 日書四 張語昕 被威脅的怠惰華爾滋

39 入選 日書四 張耀華 春

40 入選 日書四 吳玫萱 蛻變

41 入選 日書四 張庭瑄 粉色夢遊

42 入選 進書一 王逸家  追·時尚

43 入選 進書一 高楚甯 魅‧隱

44 入選 進書一 楊子亞 午後的一筆

45 入選 進書一 林玨 芭蕾舞者

46 入選 進書一 林旻謙 山河戀（旭）

47 入選 進書一 楊云采 彼岸之憶

48 入選 進書一 高婕瑄 秘密之林

49 入選 進書一 張瑋珊 一切都將成回憶

50 入選 進書二 鄭覺明 憐愛

51 入選 進書二 蔣哿恩 你和別人不一樣

52 入選 進書二 余泰霖 飛馳

53 入選 進書二 余思瑩 保安宮祈福



54 入選 進書二 王羿忻 躲貓貓

55 入選 進書三 吳書揚 小小王國

56 入選 進書三 沈琪樺 隨著世界消逝的你的我的浪漫

57 入選 進書三 陳竹芸 蜈蚣

58 入選 進書四 彭自安 孤獨

59 入選 進書四 葉怡岑 捕獵者

60 入選 進書四 莊芸蘋 向日葵下小秘密

61 入選 進書四 余能嘉 遊樂園

62 入選 進書四 王芳蘭 囚籠

63 入選 進書四 許琇淳 等待接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