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201 余永濬 臺中市龍泉國小 226 呂亮緯 高雄市港和國小

202 蔡宗諺 臺中市大雅國小 227 程姿語 雲林縣鎮西國小

203 劉紋愷 臺中市東山國小 228 劉承諭 南投縣南光國小

204 蔣岑昕 臺中市竹林國小 229 劉子睿 高雄市燕巢國小

205 林映葳 臺中市竹林國小 230 曾立晴 高雄市華山國小

206 黃詠易 臺中市甲南國小 231 沈裕惟 雲林縣鎮西國小

207 王柏鈞 臺中市東山國小 232 吳睿祥 高雄市十全國小

208 朱霈淇 臺中市崇光國小 233 劉品呈 高雄市壽天國小

209 楊喬安 臺中市上楓國小 234 黃傑綸 高雄市壽天國小

210 楊喬衣 臺中市上楓國小 235 張睿仁 雲林縣土庫國小

211 蕭楷蓁 臺中市鹿峰國小 236 陳品蓉 新北市廣福國小

212 黃品媗 臺中市東山國小 237 嚴晞嫚 雲林縣大東國小

213 陳玥竹 臺中市東山國小 238 凌鈺昌 高雄市仕隆國小

214 賴彤瑄 臺中市龍泉國小 239 吳璨伶 雲林縣安慶國小

215 陳頤蓁 臺中市龍泉國小 240 連翊涵 高雄市登發國小

216 金宇榛 臺中市豐田國小 241 田裕慈 高雄市壽天國小

217 蔡詠淇 臺中市南陽國小 242 蕭羽澤 高雄市中山國小

218 林忠諺 臺中市潭子國小 243 陳禹叡 雲林縣斗六國小

219 邱泊璦 臺中市東勢國小 244 許紘睿 高雄市正興國小

220 王柏紘 臺中市南陽國小 245 林奕學 雲林縣公誠國小

221 房宇凡 雲林縣公誠國小 246 阮筱媃 高雄市忠孝國小

222 李汶霈 南投縣埔里國小 247 林泊翰 高雄市光武國小

223 黃子紘 雲林縣公誠國小 248 郭亞璇 雲林縣雲林國小

224 陳誼恩 高雄市福山國小 249 林子淳 彰化縣育英國小

225 張馨容 雲林縣公誠國小 250 陳韋同 雲林縣安慶國小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小低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301 何耀軒 新北市土城國小 326 林莘凌 高雄市楠梓國小

302 蔡至詠 高雄市新光國小 327 宋  靜 高雄市正興國小

303 郭子寧 高雄市莒光國小 328 周紓宇 高雄市新民國小

304 林品蕎 雲林縣斗六國小 329 凌鈺奇 高雄市仕隆國小

305 張雅喬 雲林縣裕仁國小 330 吳抒叡 桃園市富臺國小

306 黃詣宸 苗栗縣福基國小 331 戴翊恩 臺中市瑞穗國小

307 張逢嘉 雲林縣雲林國小 332 陳則宇 臺中市清水國小

308 戴祁楨 桃園市四維國小 333 劉珊珊 臺中市大林國小

309 林政揚 桃園市平興國小 334 陳螢箴 臺中市龍泉國小

310 曾晨涵 高雄市援中國小 335 陳奐言 臺中市龍泉國小

311 徐以蓁 新北市莒光國小 336 李唯志 臺中市東山國小

312 黃胤程 雲林縣公誠國小 337 柯芊伊 臺中市和平國小

313 邱凡僑 高雄市新民國小 338 張紫怡 臺中市鹿峰國小

314 黃采蕎 雲林縣公誠國小 339 王忻美 臺中市中正國小

315 吳瑜庭 雲林縣公誠國小 340 洪子喬 臺中市清水國小

316 廖苡彤 雲林縣雲林國小 341 蔡慈蘋 臺中市鹿峰國小

317 石又睿 雲林縣鎮東國小 342 邱于庭 臺中市鹿峰國小

318 曾培軒 高雄市援中國小 343 張紫恩 臺中市鹿峰國小

319 林珈羽 高雄市光武國小 344 王嘉緯 臺中市東山國小

320 蔡岷璇 高雄市中芸國小 345 黃柏熏 臺中市東海國小

321 林妍希 彰化縣中和國小 346 吳宥潔 臺中市鹿峰國小

322 吳明蓬 雲林縣立仁國小 347 許喬崴 臺中市順天國小

323 童珮慈 高雄市竹圍國小 348 楊采霏 臺中市龍泉國小

324 沈妍庭 高雄市光武國小 349 劉恩瑜 臺中市瑞城國小

325 紀柏楷 高雄市仕隆國小 350 張晏誠 臺中市南陽國小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小三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401 彭士權 高雄市師大附小 426 黃筠芷 雲林縣公誠國小

402 唐子期 臺中市中華國小 427 劉人慈 高雄市壽天國小

403 林沐風 高雄市大社國小 428 高毓婷 雲林縣公誠國小

404 廖科鈞 臺北市大附小 429 洪以馨 高雄市加昌國小

405 張軒泓 彰化縣合興國小 430 陳琨祐 南投縣北投國小

406 陳芊蓁 高雄市仁武國小 431 柯旻孜 臺中市永安國小

407 蔡舒湘 雲林縣安慶國小 432 劉畇廷 臺中市瑞城國小

408 湛亞全 彰化縣新民國小 433 吳其真 臺中市永安國小

409 蕭鼎秝 屏東縣勝利國小 434 陳妤瑄 臺中市龍泉國小

410 薛伊涵 高雄市加昌國小 435 蘇  萱 臺中市東山國小

411 沈奕瑾 雲林縣安慶國小 436 黃宥昕 臺中市龍泉國小

412 黃建銨 高雄市正興國小 437 張心綾 臺中市四維國小

413 張瑋哲 高雄市壽天國小 438 黃詠晴 臺中市甲南國小

414 陳德頵 高雄市莒光國小 439 蘇宥勻 臺中市龍泉國小

415 劉紘睿 南投縣南光國小 440 黃彥晨 臺中市大德國小

416 李東騰 雲林縣安慶國小 441 許盈萱 臺中市大新國小

417 張亞蓁 雲林縣土庫國小 442 邱歆婷 臺中市鹿峰國小

418 謝勻溱 新北市二橋國小 443 洪于喬 臺中市惠來國小

419 嚴珝慈 雲林縣大東國小 444 陳立軒 臺中市龍泉國小

420 葉鴻鈞 臺南市永康國小 445 蔡善宇 臺中市大雅國小

421 羅禾珈 新竹縣大同國小 446 孫佑臻 臺中市龍泉國小

422 黃逸安 高雄市昭明國小 447 陳圳逸 臺中市龍泉國小

423 徐子涵 新北市信義國小 448 洪佾璟 臺中市東山國小

424 林庭安 桃園市龍山國小 449 白羽芯 臺中市永安國小

425 黃翌䒟 高雄市金山國小 450 饒秉峻 臺中市外埔國小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小四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501 張竑毅 雲林縣立仁國小 526 鄭焯宴 台中市龍泉國小

502 唐　蜜 高雄市新光國小 527 陳宣蓉 台中市建國國小

503 陳彥宇 新北市廣福國小 528 利昕霓 台中市永安國小

504 曾子祐 高雄市光武國小 529 蔡沛樺 台中市協和國小

505 陳可睿 高雄市陽明國小 530 陸浤軒 台中市東山國小

506 張成伶 斗六市斗六國小 531 劉沛甄 台中市龍泉國小

507 劉家璿 新北市廣福國小 532 劉晟侑 台中市龍泉國小

508 林語恩 雲林縣安慶國小 533 陳元正 台中市瑞穗國小

509 郭睿軒 新北市廣福國小 534 童新皓 台中市龍泉國小

510 陳祉瑄 高雄市加昌國小 535 江兆軒 台中市鹿峰國小

511 霍冠妤 雲林縣公誠國小 536 蔡宛均 臺中市清水國小

512 陳詠澤 台南市勝利國小 537 詹蕎瑄 台中市南陽國小

513 洪永翰 高雄市鳳西國小 538 張庭睿 台中市瑞城國小

514 顏君融 高雄市文府國小 539 黃鈺涵 台中市龍泉國小

515 龔裕宸 高雄市陽明國小 540 李昀珊 台中市龍泉國小

516 呂寀葳 台南永福國小 541 陳可倢 台中市龍泉國小

517 劉籽均 彰化縣員東國小 542 陳亭頤 台中市鹿峰國小

518 陳奕霏 新北市新林國小 543 黃富楷 雲林縣公誠國小

519 陳柏誠 彰化縣萬來國小 544 蔡家光 台北市木柵國小

520 潘建沂 高雄市大寮國小 545 徐瑄敏 新北市莒光國小

521 孔令延 屏東市勝利國小 546 詹昀翰 桃園市有得國小

522 吳忠翰 南投市南投國小 547 王曉涵 高雄市油廠國小

523 許程頤 台中市西寧國小 548 許家瑜 高雄市正興國小

524 金于婷 台中市豐田國小 549 章菀津 雲林縣鎮西國小

525 羅元禎 台中市龍泉國小 550 陳湘允 高雄市加昌國小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小五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601 陳柏宇 台中市南陽國小 626 王思評 高雄市路竹國小

602 周欣誼 台中市永安國小 627 黃湘芸 新北市廣福國小

603 黃筱棋 桃園市潛龍國小 628 魏以昕 南投縣草屯國小

604 黃睿澄 南投縣光華國小 629 鄭栩棋 台北市金華國小

605 葉劉謙 桃園市光明國小 630 陳秉銨 高雄市舊城國小

606 余宸侒 高雄市路竹國小 631 葉昀霏 嘉義縣新埤國小

607 張毓芯 台中市龍泉國小 632 張郡宜 雲林縣公誠國小

608 尤浚宇 台中市瑞城國小 633 陳麗心 新北市清水國小

609 童萱倪 台中市龍泉國小 634 梁鈞翔 台北市文心國小

610 陳君妮 台中市太平國小 635 池宛昕 新北市育德國小

611 林子鈊 台中市潭子國小 636 蔡岳辰 高雄市梓官國小

612 　楊凡萱 和平區和平國小 637 張敬煊 雲林縣安慶國小

613 蔡依宸 台中市梧棲國小 638 張丁琪 高雄市三民國小

614 洪梓宸 台中市惠來國小 639 蕭楷潔 高雄市中山國小

615 李沛潔 台中市西寧國小 640 蔡秉宸 高雄市民族國小

616 王靖瑩 台中市龍海國小 641 程冠霖 雲林縣公誠國小

617 尹述玄 桃園市山豐國小 642 吳宇倢 南投縣南投國小

618 陳盈如 彰化員林國小 643 葉于禎 台中市大甲國小

619 許芝瑄 彰化縣湖北國小 644 李昕憶 台中中市龍泉國小

620 顏鵬修 高雄市忠孝國小 645 張尹玟 台中市龍泉國小

621 楊甫康 高雄市橋頭國小 646 梁宴銣 台中市鹿峰國小

622 李亞純 高雄市岡山國小 647 紀姿安 台中中市龍泉國小

623 林庭安 新北市沙崙國小 648 周佳誼 台中市永安國小

624 黃宥程 高雄市鳳翔國小 649 呂念潔 台中市順天國小

625 洪崇鈞 南投縣草屯國小 650 孫葳翔 台中市龍泉國小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小六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701 陳宥妡 臺中市潭秀國中 726 劉瀚云 彰化縣明倫國中

702 劉詠章 臺中市明道中學 727 蔡佩縈 雲林縣東仁國中

703 陳亮吟 苗栗縣君毅中學 728 徐婕瑜 新北市中山國中

704 曹博崴 臺中市東勢國中 729 林愷淇 桃園市中興國中

705 黃彥甯 臺中市沙鹿國中 730 張欣庭 高雄市嘉興國中

706 蔣甯喜 臺中市光明國中 731 陳儀安 高雄市鳳西國中

707 何郁頡 臺中市惠文國中 732 錢宥任 南投縣竹山國中

708 陳家愉 臺中市神圳國中 733 林子心 臺北市中正國中

709 蔡雨喬 臺中市鹿寮國中 734 莊子慧 高雄市陽明國中

710 童品慈 臺中市鹿寮國中 735 潘芷芸 臺南市光華附中

711 王禧薰 臺中市清水國中 736 陳映羽 高雄市中芸國中

712 徐子媛 臺中市曉明女中 737 陳泓亦 高雄市楠梓國中

713 鄭有琁 臺中市沙鹿國中 738 呂茌慧 新北市海山國中

714 楊淨安 臺中市鹿寮國中 739 余宥恩 高雄市中山附中

715 蔡喬茵 臺中市鹿寮國中 740 單安妤 高雄市彌陀國中

716 林郁芯 臺中市鹿寮國中 741 李昀芸 雲林縣東南國中

717 林其翰 臺中市沙鹿國中 742 吳昕穎 彰化縣精誠國中

718 陳曉嫻 臺中市鹿寮國中 743 蔡家嫻 高雄市嘉興國中

719 陳宣宇 臺中市龍井國中 744 王佰裙 高雄市中山附中

720 林芸婕 臺中市衛道中學 745 林詩瀚 臺北市薇閣中學

721 陳亞萱 雲林縣元長國中 746 吳宜恩 雲林縣正心中學

722 郭宇恩 高雄市陽明國中 747 李珮熏 高雄市彌陀國中

723 鮑善仁 高雄市國昌國中 748 林羽丞 雲林縣正心中學

724 龔卉心 屏東縣大同國中 749 黎家宏 彰化縣竹塘國中

725 林士傑 臺南市民德國中 750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中一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801 賴惠塋 台中市清水國中 826 蔡岳辰 高雄市梓官國中

802 張水千 台中市安和國中 827 王家慧 高雄市路竹國中

803 紀佐燁 台中市龍津高中國中部 828 沈妍家 高雄市正興國中

804 張英淑 台中市福科國中 829 蕭奕衡 新北市中山國中

805 劉平勝 台中市立人國中 830 湛凱婷 雲林縣東南國中

806 林季妍 台中市曉明女中 831 阮詩晴 高雄市鳳西國中

807 李宜蓁 台中市沙鹿國中 832 賴彥鈞 雲林縣斗六國中

808 林璟樺 台中市龍井國中 833 蔣佾臻 高雄市中山大附國中部

809 余妍萱 台中市大華國中 834 王詩筑 高雄市鳳西國中

810 王珮華 台中市清水國中 835 王妍慧 高雄市左營國中

811 張真亮 台中市衛道中學 836 黃姿甄 台南市忠孝國中

812 林芷萱 台中市鹿寮國中 837 侯筑睿 高雄市五福國中

813 許恩瑜 台中市大業國中 838 王淳禧 高雄市中山大附國中部

814 蔡秉峯 台中市五權國中 839 龍宥霖 高雄市民族國中

815 陳嘉笙 台中市神圳國中 840 蕭語涵 台南市大成國中

816 楊絜米 台中市東勢國中 841 陳昱臻 高雄市橋頭國中

817 顏婕絲 台中市鹿寮國中 842 廖唯彤 桃園市振聲國中

818 詹蕎芯 台中市五權國中 843 沈育圻 雲林縣正心中學國中部

819 陳韻俞 台中市曉明女中 844 林沐宣 高雄市楠梓國中

820 卓弘岳 台中市大甲國中 845 陳家瑋 雲林縣土庫國中

821 王祉勻 彰化縣陽明國中 846 楊之葦 桃園市東興國中

822 黃品蓁 高雄市三民國中 847 武以耕 高雄市國昌國中

823 蕭郁蓁 高雄市國昌國中 848 林珮澄 台北市薇閣中學

824 單嘉俞 高雄市彌陀國中 849 張向甫 雲林縣永年中學

825 洪稚蛟 彰化縣芳苑國中 850 魏柏沅 南投縣草屯國中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中二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901 施志誠 高雄市前峰國中 926 林以晴 彰化縣彰興國中

902 李珮瑈 高雄市彌陀國中 927 朱益均 高雄市鳳翔國中

903 吳昕恩 新竹縣博愛國中 928 黃勇輯 高雄市陽明國中

904 蕭晴伃 高雄市國昌國中 929 郭和旻 高雄市橋頭國中

905 洪子紘 高雄市道明國中 930 陳翰緯 苗栗縣竹南國中

906 王宥翔 桃園市中興國中 931 龔子妤 屏東大同國中

907 王姵勻 高雄市國昌國中 932 沈幸緹 高雄市福山國中

908 林俞廷 雲林縣斗六國中 933 楊頤瑾 高雄市左營國中

909 黃子軒 雲林縣正心中學國中部 934 林宛妤 台中市大業國中

910 陳昕霈 高雄市右昌國中 935 林庭雯 台中市神圳國中

911 邱若筠 台南市南新國中 936 王韋淳 台中市明道中學國中部

912 黃郁倫 高雄市左營國中 937 吳宥辰 台中市明道中學國中部

913 安以庭 高雄市鳳翔國中 938 李翼全 台中市龍井國中

914 鄭伊珊 高雄市右昌國中 939 張軒銘 台中市清水國中

915 李靖宣 南投市中興國中 940 巫軒亦 台中市中港國中

916 呂佳儒 高雄市小港國中 941 王湘淳 台中市清水國中

917 莊其蓁 高雄市龍華國中 942 林子傑 台中市龍泉國中

918 郭奕賢 高雄市國昌國中 943 馬如茵 台中市忠明國中

919 陳緯浚 雲林縣西螺國中 944

920 吳羽涵 高雄市餐旅國中 945

921 蕭妘安 高雄市七賢國中 946

922 胡睿芸 高雄市鳳西國中 947

923 黃玉騏 雲林縣斗六國中 948

924 申恩羽 高雄市道明中學 949

925 程郁琇 雲林縣正心中學國中部 950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國中三年級組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1001 李書茵 新竹市新竹女中 1026 蔡函諭 高雄市高雄女中

1002 黃薰瑩 嘉義市嘉義高中 1027 吳昌叡 高雄市小港高中

1003 余介廷 高雄市前鎮高中 1028 蔡紹宇 高雄市鼓山高中

1004 林益賢 高雄市海青工商 1029 林  容 臺中市台中女中

1005 林明洳 高雄市立志中學 1030 陳恩宇 新北市中和高中

1006 陳雅琳 臺中市龍津高中 1031 余佳蓁 臺中市豐原高中

1007 廖佑晨 雲林縣斗六高中 1032 王思勻 新北市台北商業大學五專部

1008 陳  薇 桃園市平鎮高中 1033 萬冠輝 臺北市華江高中

1009 趙希弘 臺中市明道中學 1034 蔡宇淇 桃園市楊梅高中

1010 劉奕庭 臺中市台中女中 1035 施俊廷 臺中市國立興大附中

1011 鍾馨妤 苗栗縣仁德護校 1036 陳孟汝 高雄市鳳新高中

1012 洪瑜君 臺中市台中一中 1037 李  易 高雄市岡山高中

1013 洪雅琪 彰化市彰化藝術高中 1038 林智敏 臺中市台中女中

1014 柯信丞 臺中市霧峰農工 1039 蕭盈盈 雲林縣虎尾高中

1015 王羿文 雲林縣斗六高中 1040 陳姵瑄 高雄市中山高中

1016 李欣晏 高雄市東方設計大學高中部 1041 何柏萱 高雄市中山大學附中

1017 謝佩君 高雄市鳳新高中 1042 林軒誼 高雄市中山高中

1018 李孟蓁 高雄市高雄高商 1043 張絲貽 臺中市台中一中

1019 薛世詣 高雄市新莊高中 1044 張佳薇 新北市清水高中

1020 吳馥秀 屏東縣東港高中 1045 楊尹茜 臺中市新社高中

1021 洪翎育 台南市德光高中 1046 林妍秀 高雄市中山高中

1022 林軒霆 高雄市中山高中 1047 洪翊家 高雄市德光高中

1023 林冠岑 臺中市清水高中 1048 李郡益 雲林縣斗六高中

1024 呂佳蓁 高雄市前鎮高中 1049 張博安 臺中市中科實驗中學

1025 林宸如 高雄市新莊高中 1050 涂秉豐 雲林縣正心中學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高中職組



姓名 校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校名 備註
1101 方永貞 清華大學 1126 傅盈綸 文藻外語大學

1102 黃達理 嘉義大學 1127 黃治鈞 中華大學
1103 蘇姸蓁 長榮大學 1128 王家佑 彰化師範大學

1104 卓伶珉 臺中教育大學 1129 江敬文 環球科大
1105 高珮珈 淡江大學 1130 宋品蓁 屏東大學
1106 卓均而 臺灣大學 1131 蔡承恩 高雄科大
1107 張珮嫻 政治大學 1132 陳敬和 逢甲大學
1108 李嘉晏 國防醫學院 1133 林妍君 彰化師大
1109 陳佳琪 僑光科大 1134 陳翊綾 屏東大學
1110 蘇珮文 彰化師範大學 1135 王靖淇 長榮大學
1111 李明昀 東海大學 1136 黃靖詒 高雄第一科大

1112 黃怡蓁 臺中科技大學 1137 曾姿穎 高雄師範大學

1113 謝秀萍 中山大學 1138 林竑亦 輔仁大學
1114 張簡靖哲 新加坡管理學院 1139 林于玲 輔英科大
1115 林韋汝 彰化師範大學 1140 甘明叡 義守大學醫學院

1116 施曉涵 臺灣師範大學 1141 古雅竹 臺灣藝術大學

1117 楊晁承 靜宜大學 1142 林新祐 中原大學
1118 吳翊瑄 彰化師範大學 1143 王新澔 東海大學
1119 陳韋鳴 高雄醫學大學 1144 陳沛沂 政治大學
1120 陳禹昕 臺灣大學 1145 陳品豪 嘉南科大
1121 黃正維 逢甲大學 1146 吳和謙 中山大學
1122 蕭勝儒 嘉義大學 1147 李佳汧 義守大學
1123 張簡依萱 臺灣大學 1148 紀明江 靜宜大學
1124 陳彥蓉 屏東大學 1149 程暉智 嘉南藥理大學

1125 陳昱佑 高雄科大 1150 黃詩諭 中國醫藥大學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大專組



編號 姓名 地區 備註 編號 姓名 地區 備註
1201 劉興富 新竹市 1226 江明宗 台中市西區

1202 許銀塗 台中市大里區 1227 賴忠毅 彰化縣社頭鄉

1203 趙世雄 竹北市 1228 蘇詠棟 高雄市楠梓區

1204 沈志龍 台中市清水區 1229 蔡雅惠 高雄市楠梓區

1205 侯清欽 高雄市三民區 1230 馮玉清 台中市大里區

1206 柯榮忠 南投市 1231 曾維德 高雄市鳳山區

1207 張富南 桃園市平鎮區 1232 陳姿卉 高雄市大寮區

1208 張喬涵 台中市西屯區 1233 曾乙津 高雄市左營區

1209 李 寯 高雄市楠梓區 1234 王勝福 苗栗縣竹南鎮

1210 吳亞儒 台北市中正區 1235 許昭蓮 桃園市中壢區

1211 林勇忠 新竹縣竹東鎮 1236 陳奕良 桃園市八德區

1212 鄭承旻 台中市東勢區 1237 徐桂英 台中市大里區

1213 李重嶢 苗栗縣苑裡鎮 1238 林忠佐 台南市佳里區

1214 郭博鈞 高雄市橋頭區 1239 陳進展 南投市

1215 古元琦 桃園市楊梅區 1240 張立容 桃園市平鎮區

1216 陳姿妃 嘉義市 1241 王月靜 桃園市大溪區

1217 朱紹甫 雲林縣林內鄉 1242 林漢業 彰化縣和美鎮

1218 凌德穎 高雄市橋頭區 1243 陳玟璇 高雄市左營區

1219 鄧美枝 高雄市橋頭區 1244 黃永松 台中市大肚區

1220 邱淑敏 苗栗縣頭份市 1245 林彥佑 台中市沙鹿區

1221 葉修宏 苗栗市 1246 陳素如 雲林縣斗六市

1222 李雲翔 台中市東區 1247 劉淑芳 台中市沙鹿區

1223 林峻立 新北市林口區 1248 柯潮政 台中市和平區

1224 李欣鴻 高雄市楠梓區 1249 呂宗城 桃園市
1225 陳韋婷 高雄市楠梓區 1250 江錦明 彰化市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社會組



編號 姓名 地區 備註 編號 姓名 地區 備註
1301  張碧珠 雲林縣 1326 蔡文旭 台北市
1302 筆永源 南投市 1327 林長興 台北市
1303 謝鈴華 新北市 1328 何榮華 台北市
1304 翁正彬 苗栗縣 1329 鄒正府 新竹縣
1305 陳  秀 苗栗縣 1330 賴滄淇 新北市
1306 葉瑞貞 新北市 1331 梁清喜 新北市
1307 吳義馴 台中市龍井區 1332 魏美香 台中市北屯區

1308 戴素月 高雄市 1333 陳耀東 台中市神岡區

1309 蔡原男 雲林縣 1334 郭綠春 台中市東勢區

1310 林得勝 基隆市 1335 劉  真 雲林縣
1311 卓榮豐 苗栗縣 1336 許振欽 台中市梧棲區

1312 張有定 新北市 1337 陳金娥 台中市南區
1313 黃文彬 台南市 1338 王桂英 台北市
1314 張惠如 高雄市 1339 涂瑞珍 新竹縣
1315 林杏嬌 台南市 1340 溫宇萱 新北市
1316 劉健士 彰化士 1341 陳秉廉 新北市
1317 黃國雄 台北市 1342 潘寧民 新北市
1318 陳秀娟 台北市 1343 王新猷 桃園縣
1319 阮德楊 台中市大里區 1344 王熙元 台中市
1320 賈新民 台北市 1345 湯文鐘 基隆市
1321 陳金河 台中市龍井區 1346 吳卓龍 基隆市
1322 張連香 苗栗縣 1347 蕭美珠 新北市
1323 黃顯輝 台北市 1348 陳媺淳 台中市西區
1324 曾國修 新竹縣 1349 王秉南 高雄市
1325 葉政行 南投縣 1350 董永隆 台北市

第四十四屆觀音盃全國書法比賽初賽入選名冊 社會長青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