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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獎 152-N0533 陳啓迪 雀躍山林

2 銀獎 150-N0523 彭聖峯 美景天成

3 銅獎 311-N1027 利勝章 九份風情

4 優選獎 056-N0220 李欣容 甜蜜蜜

5 優選獎 135-N0469 陳英正 雙心上的晨曦

6 優選獎 161-N0563 吳玉麟 南寮漁港

7 優選獎 208-N0710 吳麗芬 鹽田夕陽

8 優選獎 281-N0951 駱子逸 竹子湖之夜

9 優選獎 283-N0959 林良文 鹽田風光

10 佳作獎 024-N0098 陳威宏 阿里山櫻花季景色

11 佳作獎 049-N0195 傅姀姮 蘭嶼是孩子快樂的天堂

12 佳作獎 051-N0203 賴楠忠 高捷美麗島站

13 佳作獎 076-N0276 簡惠茹 鹽田夕陽

14 佳作獎 092-N0316 吳美萱 蒼勁之美

15 佳作獎 096-N0330 林敬淵 霧里尋金

16 佳作獎 096-N0331 林敬淵 帆船石 低調的華麗

17 佳作獎 097-N0335 鄧信夫 美景天成

18 佳作獎 101-N0345 黃金山 熱氣球嘉年華

19 佳作獎 101-N0372 黃金山 東海岸之美

20 佳作獎 134-N0467 陳南佑 日出而做

21 佳作獎 135-N0472 陳英正 千萬年的寶藏

22 佳作獎 139-N0488 王旋 晨之南方澳

23 佳作獎 168-N0587 王春美 第一港口美景

24 佳作獎 170-N0604 陳穩如 夜琉璃

25 佳作獎 176-N0615 王崎 阿里山櫻花鐵道之美

26 佳作獎 185-N0637 蔡致模 美麗的高雄港

27 佳作獎 191-N0664 蔡朝銘 野柳女王頭

28 佳作獎 155-N0674 徐簡麟 阿里山雲海

29 佳作獎 202-N0690 林亞蒨 港灣城市

30 佳作獎 216-N0739 陳國斌 大鵬暮色

31 佳作獎 216-N0740 陳國斌 夜朝霧

32 佳作獎 243-N0823 張銀澤 火車與櫻花隧道之美

33 佳作獎 253-N0857 洪明春 美景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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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佳作獎 253-N0859 洪明春 夕照美景

35 佳作獎 259-N0877 邱南賀 野柳

36 佳作獎 259-N0880 邱南賀 金針山夕陽

37 佳作獎 276-N0929 王淑玲 王功漁港暮色

38 佳作獎 281-N0949 駱子逸 金針花採收季

39 佳作獎 297-N0992 詹昇憲 夜色雲海

40 入選獎 004-N0011 程燦洲 夢幻長春祠

41 入選獎 005-N0017 朱阿連 暮色

42 入選獎 009-N0052 黃光銘 全家福

43 入選獎 016-N0078 李鎮國 豆腐岬晨曦

44 入選獎 024-N0100 陳威宏 朝霧碼頭晨光

45 入選獎 026-N0107 陳柏舟 坐看雲起時

46 入選獎 030-N0127 王俊添 浪漫情懷

47 入選獎 030-N0129 王俊添 異世界

48 入選獎 037-N0155 李建亮 水社碼頭晨曦

49 入選獎 037-N0157 李建亮 龜山島晨曦

50 入選獎 044-N0179 賴南洋 天人菊夕陽

51 入選獎 044-N0181 賴南洋 蚵架夕陽

52 入選獎 044-N0183 賴南洋 天人菊開在牛新山

53 入選獎 056-N0221 李欣容 逗趣

54 入選獎 056-N0223 李欣容 愛的小世界

55 入選獎 057-N0224 蔡育廷 love in 高美

56 入選獎 061-N0233 楊聰林 風起雲湧

57 入選獎 074-N0264 王文祥 細水長流

58 入選獎 076-N0277 簡惠茹 桶盤嶼

59 入選獎 094-N0325 林美汝 梅花祭之美

60 入選獎 116-N0396 林景示 小瑞士之美

61 入選獎 118-N0400 余月秋 峽谷的春天

62 入選獎 121-N0415 蘇素香 七股夕照

63 入選獎 123-N0421 潘同正 萬里海岸之美

64 入選獎 123-N0422 潘同正 大稻埕夕照

65 入選獎 135-N0470 陳英正 甦醒中的石滬

66 入選獎 137-N0479 林君諭 夏候鳥-燕鷗

67 入選獎 149-N0516 許文鄉 琦石之影

68 入選獎 151-N0527 郭英平 親情

69 入選獎 152-N0529 陳啓迪 鴨馬路

70 入選獎 152-N0531 陳啓迪 鬥嘴

71 入選獎 155-N0539 徐簡麟 草原風情

72 入選獎 170-N0602 陳穩如 展翅

73 入選獎 190-N0655 楊景森 哺育

74 入選獎 202-N0691 林亞蒨 日月潭晨景-2

75 入選獎 202-N0693 林亞蒨 日月潭晨景-1

76 入選獎 203-N0699 鄭秀名 夫妻樹

77 入選獎 205-N0701 蒲俊宇 鏡如忘憂

78 入選獎 207-N0706 謝坤軒 流水楓情

79 入選獎 212-N0723 趙建生 水湳洞夜色

80 入選獎 212-N0725 趙建生 太極

81 入選獎 212-N0726 趙建生 黃金美瀑

82 入選獎 236-N0804 陳偉森 舊鐵橋風情畫



83 入選獎 236-N0805 陳偉森 最美麗的車站

84 入選獎 246-N0834 蔡俊義 橋的魅力

85 入選獎 254-N0864 羅志峰 龍虎之塔

86 入選獎 276-N0926 蔡函妤 武陵農場櫻花之美

87 入選獎 284-N0962 賴能榮 秋紅雲山水

88 入選獎 285-N0969 游美滿 黃金海岸

89 入選獎 287-N0974 姜盈寧 龍峒奇岩

90 入選獎 296-N0990 詹昇憲 雲海

91 入選獎 301-N0998 邱嘉松 哥倆好

92 入選獎 311-N1028 利勝章 奇岩

93 入選獎 316-N1043 蔡世垚 花樑鋼橋曙光

94 入選獎 316-N1052 蔡函君 合歡山虎杖花之美

95 入選獎 099-N0340 林辰儒 大地畫布

96 入選獎 265-N0901 陳韋任 絲繡眼

97 入選獎 256-N0868 呂聰裕 五色鳥育雛

98 入選獎 152-N0530 陳啟迪 搶食

99 入選獎 318-N1060 吳國禎 目不轉睛

100 入選獎 265-N0900 陳韋任 鉛色水鶇

101 入選獎 300-N0997 陳裕 捕食

102 入選獎 085-N0286 陳光宏 八色鳥之美

103 入選獎 086-N0298 李振源 親情

104 入選獎 085-N0295 劉憲章 哺育

105 入選獎 219-N0749 廖幅麟 雙心石滬

106 入選獎 264-N0898 葉世賢 阿里山櫻花之美

107 入選獎 315-N1039 張凱智 熱氣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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