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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全國⼤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般⼤學組散文類獲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矩陣致畢業⽣的⼀席

話
蔡旻蓁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無

  
110學年度全國⼤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般⼤學組詩歌類獲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優等 永無⽌境 蕭⽻晨 國立臺灣⼤學 數學所 無

優等 理性討論 陳韻如 國立臺南⼤學 國語文學系 黃印良

優等 機率與排列 許芊崴 國立臺南⼤學 國語文學系 黃印良

優等 斐波那契數列 許睿宇 國立臺南⼤學 教育學系 黃印良

佳作 都是⼀廂情願 王郁琪 國立彰化師範⼤學 國文學系
徐惠莉、 

盧桂珍

佳作 孤寂同⼼圓 古仰容 國立臺南⼤學 數位學習科技系 黃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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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零 賴啟源 國立臺南⼤學 ⾳樂學系 黃印良

佳作 矩 葉如珣 國立臺南⼤學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班 黃印良

佳作 我們的公因數 張綺芳 國立臺南⼤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班 黃印良

  
110學年度全國⼤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技專校院組散文類獲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特優 晞 張家稘 國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鄭美惠

特優 x的⽔⾊微分 許昱祥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彭易璟

優等 可以相交的平⾏線 郭綺軒 國立臺中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鄭美惠

佳作 戀愛賽局 鄭祐蓁 國立臺中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鄭美惠

佳作 單純的傻瓜 張坤璋 國立勤益科技⼤學 資訊⼯程系 施盈佑

佳作 「0和1之間的差別」 黃靖雯 國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鄭美惠

佳作 宇宙的公式 魏捷儀 國立臺中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鄭美惠

佳作 ⽩衣天使 張妤萱 國立臺中科技⼤學 護理科 葉守桓

佳作 ⽣命靈數 張婷媛 國立臺中科技⼤學 護理科 葉守桓

佳作 等號 王郁芸 國立臺中科技⼤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葉含秋

佳作 神秘的⿊盒⼦ 陳群茵 國立臺中科技⼤學 護理科 葉守桓

佳作 象限 杜⾦蓉 國立臺中科技⼤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葉含秋

佳作 正三⾓形 張伊嬋 文藻外語⼤學 ⻄班牙語文科 李雪甄

  
  
110學年度全國⼤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技專校院組詩歌類獲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優等 夜晚的⼈ 尤時晴 國立臺中科技⼤學 創意商品設計科 葉含秋

優等 磨合 許竣翔 南臺科技⼤學 電機系 林麗美

優等 貓 陳律嘉 文藻外語⼤學 翻譯系
李雪甄、 

吳宜真

優等 牽⼿284 陳姿⽻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彭易璟

佳作 COVID-19 蔡珊珊 康寧⼤學 應⽤外語科 張振華

佳作 數學式戀愛 黃亭瑜 康寧⼤學 應⽤外語科 張振華

佳作 距離 涂佳⽟ 國立臺中科技⼤學 護理科 葉守桓

佳作 獨⽩ 廖芝渝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惠莉

佳作 比值泅詠 何品蓁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彭易璟

佳作 A和a的卡⽅試驗 李依宸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彭易璟

佳作 圓與⽣命 黃君婷 康寧⼤學 數位影視動畫科 張振華

佳作 平⾏線 李芳瑜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徐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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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佳作 ⼈⽣·線 周茵琪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惠莉

佳作 你和我的平⾏世界 蔡慈君 國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科 蔡政惠

佳作 數⼈ 孫唯芯 國立臺中科技⼤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葉含秋

佳作 ⽣命裡的座標點 林珈卉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徐惠莉

佳作 處在⼈群之中 ⽩宸語 國立臺中科技⼤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葉含秋

佳作 冒牌者症候群 王昱婷 文藻外語⼤學 英國語文系 李雪甄

佳作 應⽤題 洪茗偉 國立澎湖科技⼤學 電信⼯程系 胡蘊⽟

佳作 解不開的定理 陳律嘉 文藻外語⼤學 翻譯系
李雪甄、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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