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編號 獎項 組別 姓　名 性別 就讀學校 族籍 作品名稱 備註

C001 佳作 幼兒組 張○恩 男 桃園市私立溫德爾幼兒園 阿美族 感動與愛 呂○東

C002 佳作 幼兒組 林○硯 男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射日 陳○榆

C003 佳作 幼兒組 劉○荷 女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愛跳舞的泰雅女孩 陳○榆

C004 佳作 幼兒組 李○亭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yaya(媽媽)炒菜囉! 王○惠

C005 佳作 幼兒組 江○怡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yaba、yaya採lalu(甜柿) 王○惠

C006 佳作 幼兒組 蔣○龍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我們家的秘密基地 王○惠

C007 佳作 幼兒組 李○彤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游泳趣 王○惠

C008 佳作 幼兒組 田○萱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yaki帶舅舅的新娘回家 王○惠

C009 佳作 幼兒組 伍○ 男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森林小勇士 張○鈞

C010 佳作 幼兒組 陳○儒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們一家人 莊○娟

C011 佳作 幼兒組 王○芯 女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感謝扶地世界萬物 鐘○妤

C012 佳作 幼兒組 田○婕 女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姐妹相親相愛 林○俐

C013 佳作 幼兒組 蘇○梵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搗麻糬 莊○娟

C014 佳作 幼兒組 但○○˙○麥 男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我的爸爸 曾○雅

C015 佳作 幼兒組 何○程 男 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布農族嬰兒祭 黃○紋

C016 佳作 幼兒組 戴○嫙 女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魯凱族 萬山岩雕-孤巴察峨的故事 戴○薇

C017 佳作 幼兒組 林○璿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18 佳作 幼兒組 陳○宸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19 佳作 幼兒組 歸○霓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20 佳作 幼兒組 蔡○恩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21 佳作 幼兒組 胡○威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22 佳作 幼兒組 白○捷 女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愛的ikukai(盪鞦韆) 宮○庭

C023 佳作 幼兒組 曾○祐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C024 佳作 幼兒組 高○○潔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歡聚原舞 林○惠

C025 佳作 幼兒組 胡○祺 女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小米除疏祭 朱○慧

C026 佳作 幼兒組 邱○翔 男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祈禱小米收穫祭 朱○慧

C027 佳作 幼兒組 馬○晞 女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射耳祭~搗小米 楊○閔

C028 佳作 幼兒組 王○華 男 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感動與愛；活力原住民布農族獨特

天籟「八部合音」音樂藝術文化活

動饗宴

周○芬

C029 佳作 幼兒組 胡○群 男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射箭之情、父子之愛 楊○閔

C030 佳作 幼兒組 賴○樂 女 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魯凱族 慶典中的盪秋千 黃○慧

C031 佳作 幼兒組 郭○琳 女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排灣小勇士 朱○慧

C032 佳作 幼兒組 金○恩 女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跟台灣黑熊在玩雪 吳○葦

C033 佳作 幼兒組 曾○菲 女

臺東縣臺東市社團法人東台灣幼兒教保專業

促進協會附設臺東縣私立小鯨魚非營利幼兒

園

卑南族
鞦韆的故鄉-kasavakan 'amiyan建

和年祭
王○荃

C034 佳作 幼兒組 蕭○彧 女 臺東縣私立蘭恩幼兒園 雅美族 爸爸釣魚記 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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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5 佳作 幼兒組 余○ 女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台灣黑熊是好朋友! 吳○華

C036 佳作 幼兒組 朱○綺 女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Amis豐年祭我與ina 鄭○軒

C037 佳作 幼兒組 高○恩 男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我的祖母Payi mu 黃○梅

C038 佳作 幼兒組 連○翰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大家一起跳舞很快樂 黃○瑩

C039 佳作 幼兒組 林○君 男 花蓮縣秀林鄉文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熊熊的愛 高○昕

C040 佳作 幼兒組 武○杰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太魯閣勇士射日 黃○惠

C041 佳作 幼兒組 黃○嘉 女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我和媽媽 葉○禎

C101 佳作 一年級 巫○蘭 女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 泰雅族 爸爸、媽媽和我 張○瑗

C102 佳作 一年級 黃○奇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泰雅族 我和爸爸的遠足 徐○葭

C103 佳作 一年級 根○菲 女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賽夏族 路上採小米 徐○葭

C104 佳作 一年級 風○程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賽夏族 有兩個彩虹出來了 徐○葭

C105 佳作 一年級 陳○穎 女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泰雅族 一起搗小米 徐○葭

C106 佳作 一年級 高○甜 女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泰雅族 打獵 童○蓉

C107 佳作 一年級 司○希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跳舞跟太陽 戴○惠

C108 佳作 一年級 何○恩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和我的哥哥妹妹 王○仁

C109 佳作 一年級 何○葳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的秘密基地 王○仁

C110 佳作 一年級 史○美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的漂亮媽媽 王○仁

C111 佳作 一年級 楊○仁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打掃庭院 高○玲

C112 佳作 一年級 楊○翰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鄒族勇士 高○玲

C113 佳作 一年級 楊○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跳舞 高○玲

C114 佳作 一年級 莊○康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爸爸在種樹 高○玲

C115 佳作 一年級 周○恩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姊姊帶我一起回部落 羅○妍

C116 佳作 一年級 李○珍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對你說說話 冼○源

C117 佳作 一年級 林○葇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有愛的小米 冼○源

C118 佳作 一年級 謝○珊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快樂小米田 冼○源

C119 佳作 一年級 謝○祥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一起玩耍 冼○源

C120 佳作 一年級 盧○鈴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姊姊帶我一起去部落散步 羅○妍

C121 佳作 一年級 元○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們全家吃喜酒 林○豪

C122 佳作 一年級 潘○可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和姊姊過生日 林○豪

C123 佳作 一年級 洪○陵 女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妹妹 周○茹

C124 佳作 一年級 吳○恩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和vuvu抓魚 林○豪

C125 佳作 一年級 陳○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們全家去跳舞 林○豪

C126 佳作 一年級 邱○潔 女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民小學 布農族 好朋友一起參加打耳祭 閔○玉

C127 佳作 一年級 高○承 男 臺東縣長濱鄉三間國民小學 阿美族 哈嗨慶豐年 王○櫻

C128 佳作 一年級 金○熙 女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們家的中秋節派對 吳○霖

C129 佳作 一年級 高○桁 男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送給我的陶壺 林○伶

C130 佳作 一年級 胡○羽 女 臺東縣蘭嶼鄉椰油國民小學 達悟族 爸爸去補魚 林○君

C131 佳作 一年級 柯○嫣 女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祝福 余○莉

C132 佳作 一年級 陳○棠 女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排灣族 幸福的婚禮 溫○盈

C133 佳作 一年級 胡○晴 女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國民小學 布農族 射箭 陳○如

C134 佳作 一年級 王○恩 女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布農族 傳承~甜蜜的一家人 林○伶

C135 佳作 一年級 郭○ 男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排灣族 森林家族 溫○盈



C136 佳作 一年級 高○媛 女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感動與愛 楊○芹

C137 佳作 一年級 徐○承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設陷阱抓豬 黃○美

C138 佳作 一年級 高○馨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跳舞 楊○曾

C201 佳作 二年級 余○○○噶 女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泰雅族 歡喜住新房 吳○娟

C202 佳作 二年級 柯○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爸爸是英雄 黃○美

C203 佳作 二年級 林○宏 男 花蓮縣私立海星小學 阿美族 翻山越嶺獵物趣 孫○華

C204 佳作 二年級 陳○豪 男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民小學 阿美族 傳承 鍾○淇

C205 佳作 二年級 張○軒 女 花蓮縣鳳林鎮大榮國民小學 阿美族 準備好一起參加豐年祭去 黃○慧

C206 佳作 二年級 黃○辰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抓豬英雄是爸爸 黃○美

C207 佳作 二年級 徐○聖 男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感動與愛 楊○芹

C208 佳作 二年級 李○毅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射日 楊○曾

C209 佳作 二年級 吳○婕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搗米 楊○曾

C210 佳作 二年級 金○雋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打山豬 楊○曾

C211 佳作 二年級 李○誠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打山豬 楊○曾

C212 佳作 二年級 嘎○˙○助 男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阿美族 上山打獵 黃○淵

C213 佳作 二年級 曾○翰 男 臺東縣長濱鄉樟原國民小學 阿美族 原住民的日常 賴○美

C214 佳作 二年級 張○萱 女 臺東縣臺東市康樂國民小學 阿美族 讓我們在芭蕉樹下共舞吧！ 林○蕾

C215 佳作 二年級 廖○涵 女 臺東縣成功鎮成功國民小學 阿美族 星空下的歡唱 賴○蘭

C216 佳作 二年級 宋○心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阿美族 與奶奶在成廣澳前跳舞 高○煒

C217 佳作 二年級 王○喬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殺豬喔！享用的時刻到了！ 陳○珠

C218 佳作 二年級 吳○璇 女 屏東縣潮州鎮潮昇國民小學 排灣族 大武山排灣vuvu的故事 蔡○君

C219 佳作 二年級 魏○忻 女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排灣族 百步蛇的新娘 朱○雨

C220 佳作 二年級 潘○杰 男 屏東縣牡丹鄉牡丹國民小學 排灣族 捍衛 潘○羽

C221 佳作 二年級 祖○��̇ ○○○○嗯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爸媽帶我們學射箭 方○玉

C222 佳作 二年級 洪○蓉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天堂的爺爺 鄭○均

C223 佳作 二年級 高○美 女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愛大自然 林○璟

C224 佳作 二年級 范○玲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女孩在大自然與動物玩耍 鄭○均

C225 佳作 二年級 李○珍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打小米樂淘淘 李○

C226 佳作 二年級 鄭○其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哥哥的一箭 鄭○均

C227 佳作 二年級 林○彤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阿美族 姐姐幫我戴羽毛 羅○妍

C228 佳作 二年級 楊○太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爸爸和我一起去獵山豬 羅○妍

C229 佳作 二年級 葛○歆 女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排灣族 遙想毛蟹祭 廖○鈞

C230 佳作 二年級 洪○悊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民小學 布農族 射日(兩個太陽) 黃○敏

C231 佳作 二年級 高○閔 男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民小學 布農族 山上生活 劉○君

C232 佳作 二年級 伍○文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耶穌大戰壞人 戴○惠

C233 佳作 二年級 姑○˙○詠 女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賽德克的婦女 曾○玲

C234 佳作 二年級 馬○皓 男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布農族 回鄉參加打耳祭 楊○茱

C235 佳作 二年級 吳○錞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美女們的趣味競賽--抓小豬 林○蓵

C236 佳作 二年級 史○凱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愛神話故事 王○仁

C237 佳作 二年級 房○羽 女 台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 泰雅族 感動與愛 鍾○妘

C238 佳作 二年級 楊○崴 男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 阿美族 神氣的頭目-卡爾照 趙○潔

C239 佳作 二年級 鄭○妮 女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 阿美族 露營區小小志工 王○玲



C301 佳作 三年級 謝○杰 男 臺北市文山區靜心國民小學 布農族 「吹」不斷的愛 陳○羽

C302 佳作 三年級 卓○熙 女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民小學 阿美族 翩翩起舞 楊○材

C303 佳作 三年級 陳○愉 女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泰雅族 織女 林○蕊

C304 佳作 三年級 劉○恩 男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泰雅族 射日傳說 黃○超

C305 佳作 三年級 黃○恩 男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泰雅族 射日勇士 黃○超

C306 佳作 三年級 楊○瑪 女 台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泰雅族 殺山豬 童○蓉

C307 佳作 三年級 姜○寧 女 台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山林的呼喚-帝雉 江○恭

C308 佳作 三年級 柳○佑 男 台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泰雅族 一起打獵的夥伴 蘇○陵

C309 佳作 三年級 伍○福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爸媽的愛 陳○穎

C310 佳作 三年級 史○凱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保護家園的布農戰士 王○仁

C311 佳作 三年級 張○晉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神勇的獵人爺爺 王○仁

C312 佳作 三年級 湯○宜 女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排灣族 參加婚禮 蘇○曼

C313 佳作 三年級 松○恩 男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布農族 勇士與打獵～成長.獨立.分享 蘇○曼

C314 佳作 三年級 石○仙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鄒族 鄒的婚禮 鄭○鎂

C315 佳作 三年級 楊○恩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獵人、獵狗與豬 陳○伶

C316 佳作 三年級 方○華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打山豬 陳○伶

C317 佳作 三年級 楊○翎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鄒族 小米豐收祭 鄭○鎂

C318 佳作 三年級 曾○笙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強壯的獵人 冼○源

C319 佳作 三年級 伍○琳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打到了，好感動 冼○源

C320 佳作 三年級 曾○勳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百步蛇王 冼○源

C321 佳作 三年級 王○瑤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C322 佳作 三年級 柏○謙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排灣族 Vuvu的拿手絕活 黃○舜

C323 佳作 三年級 陳○晨 女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 排灣族 豐年祭民俗活動打陀螺 林○儀

C324 佳作 三年級 洪○然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C325 佳作 三年級 紀○琳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C326 佳作 三年級 朱○玄 男 臺東縣綠島鄉綠島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感動與愛 黃○葳

C327 佳作 三年級 林○顥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最愛參加豐年祭 田○弘

C328 佳作 三年級 潘○駱 女 台東縣海端鄉海端國民小學 布農族 射日 林○如

C329 佳作 三年級 林○晨 女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國民小學 阿美族 歡樂慶豐年祭 林○慧

C330 佳作 三年級 黃○芯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勇氣之竿 林○萱

C331 佳作 三年級 陳○奕 男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卑南族 大勇士 余○莉

C332 佳作 三年級 邱○鈜 男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排灣族 守護家園 余○莉

C333 佳作 三年級 周○伶 女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排灣族 豐收的季節 余○莉

C334 佳作 三年級 古○恩 男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熱氣球開幕表演 陳○玲

C335 佳作 三年級 林○妤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排灣族 最愛跟vuvu上山採收 沈○燕

C336 佳作 三年級 羅○圓 女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 阿美族 豐年祭 陳○玲

C337 佳作 三年級 林○臻 女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排灣族 情定鞦韆下 温○盈

C338 佳作 三年級 陳○宇 女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排灣族 小牛爺爺說故事 温○盈

C339 佳作 三年級 林○惠 女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國民小學 阿美族 遇見真愛 楊○婷

C340 佳作 三年級 吳○國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C401 佳作 四年級 姜○喬 女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國民小學 泰雅族 在瀑布唱歌的女孩 陳○琪

C402 佳作 四年級 陳○瑜 女 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歡喜慶節慶 章○義



C403 佳作 四年級 陳○芹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泰雅族 歡慶豐收樂桃桃 黃○超

C404 佳作 四年級 武○芮 女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排灣族 溫暖的手 高○花

C405 佳作 四年級 詹○鈞 女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民小學 泰雅族 原舞曲 黃○音

C406 佳作 四年級 林○瑜 女 臺中縣東區臺中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愛小白 吳○靜

C407 佳作 四年級 全○貞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烤肉爭奪戰 洪○興

C408 佳作 四年級 黃○龍 男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泰雅族 偉大的阿嬤 林○蓵

C409 佳作 四年級 伍○琪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一家人 撒○･伊詩坦達

C410 佳作 四年級 幸○恩 女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民小學 布農族 感動與愛 白○儀

C411 佳作 四年級 方○蕾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和媽媽一起去割筍 陳○伶

C412 佳作 四年級 杜○豪 男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鄒族 原住民婚禮 王○裕

C413 佳作 四年級 何○強 男 臺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排灣風情 鄭○云

C414 佳作 四年級 明○澤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洛小學 排灣族 排灣找蝸牛 吳○臻

C415 佳作 四年級 鄧○蕾 女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阿美族 原民工藝 歐○京

C416 佳作 四年級 吳○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好香的花 吳○臻

C417 佳作 四年級 陳○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們結婚吧 吳○臻

C418 佳作 四年級 林○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豐收 吳○臻

C419 佳作 四年級 洪○婕 女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 魯凱族 魯凱族的傳統婚禮 馬○萱

C420 佳作 四年級 范○信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呼喊天地祖靈 吳○臻

C421 佳作 四年級 柯○希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訂婚 陳○雄

C422 佳作 四年級 高○甯 女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排灣族 媽媽的愛 朱○雨

C423 佳作 四年級 陳○韋 男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採紅菱 沈○菊

C424 佳作 四年級 彭○恩 男 屏東縣琉球鄉全德國民小學 魯凱族 親吻我的家鄉 李○儀

C425 佳作 四年級 陳○渝 女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阿美族 不一樣的哥哥 常○

C426 佳作 四年級 陽○鈺 女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 阿美族 快樂豐年祭 江○惠

C427 佳作 四年級 邱○恩 女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國民小學 布農族 小米收成季 蕭○怡

C428 佳作 四年級 壹○˙○○斯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祖孫合鳴 譚○遠

C429 佳作 四年級 陳○恩 女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民小學 阿美族 盛裝打扮 梁○琦

C430 佳作 四年級 陳○軒 女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 達悟族 釣條大魚吧 吳○蓁

C431 佳作 四年級 喬○君 女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國民小學 達悟族 和媽媽去芋頭田 李○君

C432 佳作 四年級 陳○諺 男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排灣族 吹著鼻笛的夫妻 陳○敏

C433 佳作 四年級 呂○軍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連杯･連心 譚○遠

C434 佳作 四年級 吳○玟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織布 楊○曾

C435 佳作 四年級 溫○翔 男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勇士PK台灣黑熊 鍾○君

C436 佳作 四年級 石○琪 女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阿美族跳舞 鍾○君

C437 佳作 四年級 胡○政 男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國民小學 阿美族 幸福快樂的阿美族人 張○美

C438 佳作 四年級 王○奕 男 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民小學 阿美族 阿美族狩獵記 陳○志

C501 佳作 五年級 巫○濟 男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 泰雅族 原住民 讚! 張○玲

C502 佳作 五年級 莊○媗 女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阿美族 團結的感動 莊○惠

C503 佳作 五年級 蔡○安 女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 阿美族 大家一起來跳舞! 莊○惠

C504 佳作 五年級 黃○ 男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民小學 泰雅族 泰雅勇士 張○一

C505 佳作 五年級 張○喬 女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民小學 泰雅族 泰雅婦女 張○一

C506 佳作 五年級 陳○洧 男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達悟族 在大海游泳 童○蓉



C507 佳作 五年級 張○晴 女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泰雅族 射日傳說 童○蓉

C508 佳作 五年級 胡○ 女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 泰雅族 織布傳長情 黃○音

C509 佳作 五年級 馬○諾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爺爺說故事 王○仁

C510 佳作 五年級 袁○芸 女 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民小學 邵族 邵族逐白鹿傳奇 謝○芬

C511 佳作 五年級 柯○諭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爸媽的愛 陳○穎

C512 佳作 五年級 伍○琳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鬧哄哄、香噴噴 洪○興

C513 佳作 五年級 魏○喆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天上的北斗七星 冼○源

C514 佳作 五年級 鄭○城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動物的恩情 冼○源

C515 佳作 五年級 吳○鋐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夢占 冼○源

C516 佳作 五年級 余○昕 女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 布農族 Mapuasu(犬獵) 陳○均

C517 佳作 五年級 趙○庭 女 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 布農族 貓頭鷹的愛意 趙○圓

C518 佳作 五年級 周○辰 女 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   拉阿魯哇族 幸福美好的家庭 趙○圓

C519 佳作 五年級 羅○櫻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孔雀王子的愛 冼○源

C520 佳作 五年級 羅○淇 女 臺東縣卑南鄉東成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是排灣公主 陳○敏

C521 佳作 五年級 賴○鴻 男 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民小學 阿美族 美好的一天 楊○婷

C522 佳作 五年級 陳○祐 男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 卑南族 部落族人用愛尊敬天地 李○維

C523 佳作 五年級 余○宸 男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 排灣族 上山遇困境！ 常○民

C524 佳作 五年級 余○琴 女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國民小學 布農族 生命的呼吸 邱○君

C525 佳作 五年級 張○軒 女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阿美族 勇士鬥獸 蔡○婷

C526 佳作 五年級 鄭○耀 男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的神射手 張○珊

C527 佳作 五年級 吳○甫 男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小學 阿美族 母愛 陳○櫻

C528 佳作 五年級 黃○恩 男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國民小學 布農族 友愛長輩 田○平

C529 佳作 五年級 張○捷 男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泰雅族 夜晚族人的聚會 蔡○婷

C530 佳作 五年級 曾○芃 男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 阿美族 舞動原力 陳○楟

C531 佳作 五年級 陳○欣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射日 吳○虹

C532 佳作 五年級 林○佑 女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阿美族 捉魚大豐收 黃○淵

C533 佳作 五年級 鍾○馨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阿美族 參加豐年祭 陳○娣

C534 佳作 五年級 潘○翔 男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感動的愛 朱○宏

C535 佳作 五年級 徐○義 男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阿美族 祭拜長老 林○莉

C536 佳作 五年級 王○政 男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勤快的Truku 張○婷

C537 佳作 五年級 池○恩 女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泰雅族 招待 廖○屏

C601 佳作 六年級 胡○綺 女 新北市五股區更寮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勇士，一戰成名 方○

C602 佳作 六年級 黃○安 女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民小學 泰雅族 我愛泰雅 吳○媛

C603 佳作 六年級 高○君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賽夏族 慎終追遠矮靈祭 邱○英

C604 佳作 六年級 徐○美 女 台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 泰雅族 泰雅射日傳說 詹○儒

C605 佳作 六年級 林○ 男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 撒奇萊雅族 祖靈的庇佑 洪○怡

C606 佳作 六年級 周○銘 男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阿美族 團聚慶豐年 蕭○嵐

C607 佳作 六年級 謝○祥 男 台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泰雅族 彩虹之子 謝○芬

C608 佳作 六年級 松○銘 男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勇者無懼 洪○興

C609 佳作 六年級 伍○琦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從山上看世界 黃○明

C610 佳作 六年級 吳○宇 女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 魯凱族 親手包「cinavu」 簡○鴻

C611 佳作 六年級 陳○ 男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阿公與我 李○禎



C612 佳作 六年級 伍○均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吹鼻笛 吳○瑤

C613 佳作 六年級 孔○筑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鄒族 雷公的青蛙 吳○瑤

C614 佳作 六年級 江○瑤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吳○富

C615 佳作 六年級 方○媗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成年禮 吳○富

C616 佳作 六年級 楊○欣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吳○富

C617 佳作 六年級 林○祥 男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力與美--勇士 吳○峰

C618 佳作 六年級 高○莘 女 臺東縣臺東市岩灣國民小學 排灣族 阿嬤的琉璃珠 王○美

C619 佳作 六年級 陳○杰 男 臺東縣臺東市卑南國民小學 布農族 獵山豬 江○香

C620 佳作 六年級 鄭○婷 女 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國民小學 阿美族 和家人一起唱歌跳舞 廖○強

C621 佳作 六年級 邱○琦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國民小學 排灣族 家人的愛是無限的 沈○芬

C622 佳作 六年級 丁○芯 女 臺東縣達仁鄉台坂國民小學 排灣族 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吳○明

C623 佳作 六年級 李○堉 男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國民小學 卑南族 勇敢的獵人 謝○珠

C624 佳作 六年級 杜○俊 男 臺東縣金峰鄉賓茂國民小學 排灣族 琉璃傳情 周○娥

C625 佳作 六年級 林○震 男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國民小學 阿美族 布農族的勇士 林○慧

C626 佳作 六年級 黃○豪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lubuw(口簧琴)表演 陳○玲

C627 佳作 六年級 王○榮 男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阿美族 織布--傳承 陳○旭

C628 佳作 六年級 高○馨 女 花蓮縣花蓮市私立海星小學 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之美 黃○賢

C629 佳作 六年級 江○寧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布農族 八部合音 何○靜

C630 佳作 六年級 吳○君 女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小學 阿美族 Palimoay(獻酒) 朱○慧

C631 佳作 六年級 陳○韋 男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 阿美族 以前的生活 林○香

C632 佳作 六年級 李○豪 男 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感動與心--我們的傳統感恩祭 陳○羽

C633 佳作 六年級 田○茹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布農族 幸福的家庭 王○心

C634 佳作 六年級 劉○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回家之路 歐○伶

C635 佳作 六年級 胡○羽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快樂慶豐年 黃○美

C636 佳作 六年級 余○瀧 男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阿美族 做藤編 陳○娣

C637 佳作 六年級 高○楷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愛與感動的豐年祭 何○靜

C638 佳作 六年級 范○毓 女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國民小學 泰雅族 盪秋千婚禮

C701 佳作 國中 周○睿 男 臺北市大中山區大同國民中學 阿美族 大自然的我 陸○新

C702 佳作 國中 黃○劭 男 苗栗縣銅鑼鄉文林國民中學 泰雅族 跳舞的族人 潘○凱

C703 佳作 國中 江○妤 女 台中市豐原區豐南國民中學 阿美族 織布的老人與男子 潘○凱

C704 佳作 國中 曾○柔 女 台南市安南區安南國民中學 布農族 星空下的部落 石○蘭

C705 佳作 國中 許○翎 女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中學 排灣族 Vuvu的紅藜園 胡○芬

C706 佳作 國中 陳○亘 女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民中學 阿美族 當我們同在一起 張○佳

C707 佳作 國中 陳○琪 女 台東縣台東市均一實驗高級中學 阿美族 反哺 劉○芩

C708 佳作 國中 徐○瑋 女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國民中學 阿美族 原住民習俗

C709 佳作 國中 洪○晨 男 台東縣太麻里鄉賓茂國民中學 排灣族 原住民文化 郭○民

C710 佳作 國中 李○豪 男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國民中學 阿美族 原住民木雕 鄂○馨

C711 佳作 國中 張○ 男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民中學 布農族 小夫妻 林○汝

C712 佳作 國中 曾○庭 女 台東縣太麻里鄉賓茂國民中學 排灣族 追文化 郭○民

C713 佳作 國中 潘○旭 男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中學 阿美族 海祭 潘○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