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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4444 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組競賽類組競賽類組競賽類組競賽類    書刊書刊書刊書刊(CSB)(CSB)(CSB)(CSB)】】】】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日期：104 年 06 月 22 日 

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共共共共 4444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11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觀高文藝第二期 

CSB19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菁菁竹女》第 26 期《窺》 

CSB60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育才街》第 122 期 

CSB96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竹園岡 168 

 

銀銀銀銀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7777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3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籬下-校刊第 12 期 

CSB7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追(復興島 47 期) 

CSB14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戀戀桃花園-致時光第 8 屆 

CSB20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哈囉！Le Flaneur–竹嶺 46 

CSB4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

中學 

北一女青年 114 期 

CSB43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

中學 

景女青年 52 屆 CO 

CSB74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惠聲惠影《因舊而新》35th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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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銅銅銅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10101010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2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

中學 

傳承~說書人(57 期) 

CSB10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學 第十五期鎮高青年-叛 

CSB37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西松起跑線 15 

CSB47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

學 

延平青年 43 

CSB59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中女青年 131 期 

CSB66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2015 彰女青年 

CSB6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2015 青年紀事 

CSB80 私立臺南瀛海高級中學 101 期瀛海潮 

CSB87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97 期南女青年 

CSB101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第五十一期花女青年：花。

物語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共共共共 5555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16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基中青年 89 期 

CSB63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第 57 期員高青年(尋夢員) 

CSB72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

學 

尋青牽墨 精誠青年 96 

CSB76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

級中學 

《誌‧生活》曉明女中第 69

期校刊 

CSB88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二中青年 162 期《夏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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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19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菁菁竹女》第 26 期《窺》 

CSB4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

中學 

北一女青年 114 期 

CSB60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育才街》第 122 期 

 

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B11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觀高文藝第二期 

CSB19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菁菁竹女》第 26 期《窺》 

CSB6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2015 青年紀事 

 

  



104 年青花筆鋒競賽得獎名單 

第 4 頁，共 9 頁  

101010104444 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高職組競賽類高職組競賽類高職組競賽類高職組競賽類    書刊書刊書刊書刊(C(C(C(CVVVVB)B)B)B)】】】】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日期：104 年 06 月 22 日 

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共共共共 2222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19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員家青年 70 期 

CVB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彰工青年 41th 

 

銀銀銀銀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5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真善美新第 52 期 

CVB6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木青人 39 期 天地有大美 

CVB33 國立白河商工職業學校 白商青年 

 

銅銅銅銅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4444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1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毅壢 第 86 期 

CVB7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103 港青人 NO.44 

CVB12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

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中農學苑 9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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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B24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彰商青年 87 期 World 

Adventure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共共共共 6666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3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新商‧足跡(第 29 期) 

CVB10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今日甲工 70 期 

CVB13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情繫紅樓(103 學年度第 18

期) 

CVB14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中工青年 121 

CVB18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 

苗栗農工青年第 47 期 

CVB31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南工青年第 153 期 

 

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6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木青人 39 期 天地有大美 

CVB12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

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中農學苑 99 期 

CVB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彰工青年 4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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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VB5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真善美新第 52 期 

CVB19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員家青年 70 期 

CVB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彰工青年 4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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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4444 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高中組競賽類高中組競賽類高中組競賽類高中組競賽類    報紙報紙報紙報紙(CSP)(CSP)(CSP)(CSP)】】】】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日期：104 年 06 月 22 日 

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金質獎，，，，共共共共 2222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11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

學 

祐德青年第 468 期 

CSP22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

學 

正義橋第 19 期 

 

銀銀銀銀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7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新中校訊第 25 期 

CSP10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

學 

延平人雙月刊 

CSP18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

學 

溫馨聞心園第 20 期 

 

銅銅銅銅質獎質獎質獎質獎，，，，共共共共 2222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1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橙堡時報第 2 期 

CSP23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嘎嗚新報 Vol.01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共共共共 2222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4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僑中青年 第 1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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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14 國立員林高中 員高校訊 348 期 

 

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文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11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

學 

祐德青年第 468 期 

CSP18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

學 

溫馨聞心園第 20 期 

CSP22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

學 

正義橋第 19 期 

 

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美編獎，，，，共共共共 3333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CSP7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新中校訊第 25 期 

CSP11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

學 

祐德青年第 468 期 

CSP22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

學 

正義橋第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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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4444 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青花筆鋒－－－－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高中職組觀摩類高中職組觀摩類高中職組觀摩類高中職組觀摩類】】】】推薦推薦推薦推薦獎名單獎名單獎名單獎名單    
日期：104 年 06 月 22 日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獎獎獎獎，，，，共共共共 4444 名名名名    

編號 校名 刊物名稱 

OP3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

級中學 

衛理園地 110 期及衛理園地

111 期 

OP7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 

苗穠（第 43 期） 

OP11 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協和青年 572 期 

OE2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美感教育跟著走-2015 超越巔

峰畢業展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