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光中學 105 第三十一屆 金筆獎得獎公告 

一、獎勵辦法 

1. 分為國中、高中，各以年級為單位，極短篇小說、小說、散文、詩三組各取 
前三名，並設佳作獎。 

2. 得獎同學由校方頒發獎狀、獎金、獎勵卡，以資鼓勵。各組獎項如下： 

小
說
組 

第一名：獎狀一只、獎金
捌佰元、獎勵卡三十點。 

散
文
新
詩
組 

極
短
篇
小
說 

第一名：獎狀一只、獎金陸佰元、獎勵卡三十點。 

第二名：獎狀一只、獎金
陸佰元、獎勵卡二十點。 

第二名：獎狀一只、獎金肆佰元、獎勵卡二十點。 

第三名：獎狀一只、獎金
肆佰元、獎勵卡十五點。 

第三名：獎狀一只、獎金貳佰元、獎勵卡十五點。 

佳作組：獎狀一只、獎勵
卡十點。 

佳作組：獎狀一只、獎勵卡十點。 

二、備註事項 

1. ＊嚴格禁止抄襲行為！得獎作品一律公布於國文科辦公室前，一經發現舉

報，得懲以小過乙支，並取消得獎資格。 

2. ＊嚴格禁止已經公開刊登之作品投稿，若經金筆獎宣布得獎之作品也禁止

一稿多投，如有違者，立即取消其得獎資格。 

 

散文 

 

國中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A1-048 破風 J101 林之信 2 

A1-017 享受與付出 J102 方妍恬 3 

A1-004 從生活中找創意 J104 葉芷潁 佳作 

A1-010 好話一句，惠我無限 J107 葉柏煜 佳作 

A1-024 聽！在雨中 J101 楊冠昱 佳作 

   
  



散文 國中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A2-002 守護天使 J202 周立誠 1 

A2-005 地鐵站的腳步聲 J205 蘇芷儀 2 

A2-041 我曾那樣追尋 J210 許云筑 3 

A2-057 記憶中的愛 J205 陳品蓁 佳作 

A2-064 我最滿意的作品 J205 魏宇杰 佳作 

 

散文 

 

國中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A3-009 那一句話 J304 李佳殷 3 

A3-004 一個最美麗的地方 J302 李騏 佳作 

A3-006 捨不得 J303 楊為元 佳作 

A3-014 窗邊雅致 J308 黃芃蓁 佳作 

 

新詩 

 

國中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B1-015 妳的手 J102 黃筱蓉 1 

B1-013 燃燒 J110 李捷名 3 



B1-016 鄉野中的玩具 J101 王亭雯 3 

B1-003 上鎖 J101 郭葦宬 佳作 

B1-011 月亮 J101 楊冠昱 佳作 

 

新詩 

 

國中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B2-098 時間 J210 黃湘樺 1 

B2-051 荼想 J202 陳韋良 2 

B2-052 天光 J202 趙怡瑄 2 

B2-002 檸檬 J206 張繹颺 3 

B2-021 以花之名 J206 楊孟庭 佳作 

B2-022 夜盜 J206 楊孟庭 佳作 

B2-100 詠菊 J209 陳芊彣 佳作 

 

新詩 

 

國中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B3-010 寄君書 J308 姬宛君 3 

B3-001 沉默 J308 姬宛君 佳作 

B3-003 圓規 J308 黃芃蓁 佳作 



B3-004 蚊曲 J308 黃芃蓁 佳作 

     

小說 國中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C1-002 魁島 J108 盤乃葳 3 

C1-001 那片海灘 J101 王昕潔 佳作 

 

小說 

 

國中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C2-002 夢想未完‧待續 J203 江薇 2 

C2-004 祭與忌 J206 楊孟庭 3 

C2-001 CONTROL J202 劉芊孜 佳作 

 

小說 

 

國中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C3-001 瘋狂 J308 姬宛君 3 



極短篇 國中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D1-003 如影隨行 J101 呂宥燁 3 

D1-007 下一站，我會是誰？ J102 黃筱蓉 佳作 

 

極短篇 

 

國中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D2-011 家和萬事…… J206 楊孟庭 3 

D2-005 玉蘭花 J207 林品妙 佳作 

 

極短篇 

 

國中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從缺） 3 

D3-002 獨白 J304 俞晏庭 佳作 

 



散文 高綜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A4-017 圍巾 S107 李郁含 3 

A4-024 蜷著身子的女人 S106 陳子綉 佳作 

A4-049 後來 S106 蔡宇喨 佳作 

 

散文 

 

高綜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A5-004 味蕾記憶 S206 呂思函 2 

A5-003 永遠的家鄉 S201 張鏸方 3 

A5-001 寫給時間，留給自己 S201 林依嫻 3 

A5-002 那一段癡心的歲月 S206 劉得力 佳作 

A5-007 我的力量 S206 陳貞諭 佳作 

A5-012 從你的世界路過 S201 姚俐安 佳作 

 

散文 

 

高綜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A6-001 冒險 S301 陳宜彣 2 

A6-002 放下。歸零。 S306 羅苡晅 3 

A6-009 落花有情 S301 黃郁芳 佳作 

 

新詩 

 

高綜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從缺) 3 

B4-075 癮 S103 陳品伃 佳作 

B4-091 翳天聽 S106 許雲翟 佳作 

 

新詩 

 

高綜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從缺) 3 

B5-003 憂鬱 S201 王玟心 佳作 

B5-006 蚊子的獨白 S207 江慧綺 佳作 

 

 

 

 

 

 
    



新詩 高綜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B6-002 母親 S306 羅聖閔 2 

      (從缺) 3 

B6-003 荒漠之歌 S306 羅聖閔 佳作 

B6-004 漂流瓶 S306 羅聖閔 佳作 

 

小說 

 

高綜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C4-008 完美怪物 S106 王辰瑜 2 

C4-006 母親 S106 李祉緯 3 

C4-007 迷霧巨人 S106 李祉緯 佳作 

 

小說 

 

高綜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從缺） 2 

C5-001 成了泡沫之後 S208 吳沛璇 3 

       



 小說 高綜 三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C6-001 鏡子 S301 李祉慶 1 

      （從缺） 2 

      （從缺） 3 

C6-002 是男的又怎樣？ S301 林敬軒 佳作 

 

極短篇小說 

 

高綜 

 

一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從缺） 1 

D4-003 眷戀 S101 康巧蓉 2 

      （從缺） 3 

D4-001 小男孩 S106 李祉緯 佳作 

D4-007 外頭世界 S101 張耕齊 佳作 

 

極短篇小說 

 

高綜 

 

二年級組   

編號 題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D5-002 金魚 S201 沈亭玟 1 

      （從缺） 2 

      （從缺）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