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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品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1 金獎 190-P0543 楊景森 台北夜之美

2 銀獎 258-P0721 卓聖男 採野蓮

3 銅獎 231-P0646 張琨輝 射耳祭

4 優選獎 028-P0091 徐志輝 磺火捕魚

5 優選獎 077-P0228 簡惠茹 採茶

6 優選獎 092-P0277 吳美萱 鹽鄉風情

7 優選獎 163-P0475 鄭馥華 美濃李家製傘

8 優選獎 203-P0571 鄭秀名 曬柿子

9 優選獎 235-P0653 楊博丞 蚵田風光

10 佳作獎 004-P0008 程燦洲 如夢仙境

11 佳作獎 009-P0023 黃光銘 砲彈鋼刀

12 佳作獎 019-P0067 許宗榮 曬麵線

13 佳作獎 028-P0088 徐哲曜 萬人泳渡日月潭

14 佳作獎 042-P0135 陳其軒 曬金針

15 佳作獎 049-P0157 傅姀姮 鄒族戰祭

16 佳作獎 074-P0219 王文祥 燒王船

17 佳作獎 085-P0250 劉憲章 熱氣球嘉年華

18 佳作獎 088-P0264 陳思妤 響徹雲宵

19 佳作獎 091-P0276 陳彥霖 山中傳奇

20 佳作獎 099-P0300 林辰儒 黃金屋脊

21 佳作獎 109-P0335 何春木 打陀螺

22 佳作獎 111-P0337 李清吉 東港王船

23 佳作獎 129-P0384 洪睿謙 鴨鄉寶

24 佳作獎 129-P0388 洪睿謙 傳承

25 佳作獎 121-P0391 蘇素香 農忙

26 佳作獎 135-P0395 陳英正 欣採金針

27 佳作獎 161-P0458 蔡寶枝 七股蚵場

28 佳作獎 163-P0476 鄭馥華 農村情

29 佳作獎 171-P0509 張文雄 土地的守護神

30 佳作獎 178-P0514 黃俊金 昂首

31 佳作獎 185-P0532 蔡致模 高雄夜景

32 佳作獎 190-P0545 楊景森 撈魚苗

33 佳作獎 191-P0548 蔡朝銘 台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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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佳作獎 191-P0550 蔡朝銘 五楊高架高速公路

35 佳作獎 207-P0579 謝坤軒 採菱之美

36 佳作獎 209-P0584 吳文哲 撈魚苗

37 佳作獎 190-P0544 楊景森 高美夕彩

38 佳作獎 207-P0578 謝坤軒 補網之美

39 佳作獎 251-P0698 葉昇典 倒影

40 入選獎 005-P0012 朱阿連 主場館

41 入選獎 010-P0026 林明孝 夜攝彩虹

42 入選獎 010-P0027 林明孝 五光十色

43 入選獎 016-P0041 黃榮群 鄒族戰祭

44 入選獎 017-P0045 李鎮國 迎曦

45 入選獎 018-P0046 張正德 跨海大橋

46 入選獎 034-P0106 曾漢申 巍峨壯麗

47 入選獎 039-P0119 王俊添 芳苑蚵農與牛

48 入選獎 042-P0134 陳其軒 赤柯山之美

49 入選獎 042-P0136 陳其軒 金針田之美

50 入選獎 044-P0143 賴南洋 蘭嶼拼板舟

51 入選獎 051-P0165 賴楠忠 台南古蹟牌樓

52 入選獎 051-P0166 賴楠忠 台南孔廟

53 入選獎 077-P0225 簡惠茹 古厝沉香

54 入選獎 077-P0227 簡惠茹 櫻花火車

55 入選獎 086-P0255 蘇坤治 彩繪列車之美

56 入選獎 088-P0267 陳思妤 青青草原之美

57 入選獎 088-P0269 陳秋暶 豐收

58 入選獎 096-P0291 林敬淵 絢爛之道

59 入選獎 096-P0292 林敬淵 港都夜色

60 入選獎 098-P0297 鄧清政 屹立不搖

61 入選獎 109-P0332 何春木 龍騰斷橋

62 入選獎 121-P0393 蘇素香 氣派非凡

63 入選獎 121-P0394 蘇素香 牧草收成

64 入選獎 151-P0432 郭英平 赤崁樓印象

65 入選獎 163-P0473 鄭馥華 農村曲

66 入選獎 185-P0529 蔡致模 美麗島站捷運之心

67 入選獎 194-P0556 洪紹閔 淡水暮色

68 入選獎 198-P0563 莊馥鴻 前程

69 入選獎 212-P0600 趙建生 竹編之美

70 入選獎 216-P0606 陳國斌 歲月的陶

71 入選獎 231-P0645 張琨輝 歷史遺跡

72 入選獎 235-P0651 楊博丞 夕照美景

73 入選獎 242-P0670 劉柏吟 Cheers 乾杯

74 入選獎 250-P0693 許素貞 櫻花火車

75 入選獎 253-P0702 洪明春 海邊風光

76 入選獎 253-P0704 洪明春 燦爛光彩

77 入選獎 289-P0833 吳坤富 手工吉他製作

78 入選獎 297-P0847 詹昇憲 自由廣場

79 入選獎 299-P0853 柯裕哲 伴相隨

80 入選獎 301-P0859 邱嘉松 手工藝

81 入選獎 318-P0910 吳國禎 柿場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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