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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1 優選 幼兒組 劉宣音 女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射日傳說 陳涵榆

B002 優選 幼兒組 田以祥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部落運動會 王美惠

B003 優選 幼兒組 李宜亭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家人圍在一起烤火聊天 王美惠

B004 優選 幼兒組 楊紹恩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部落風情 司瓊文

B005 優選 幼兒組 高恩碩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yaba練習射箭 王美惠

B006 優選 幼兒組 錢姿云 女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賽夏族 快樂去野餐 李俊志

B007 優選 幼兒組 古恩棋 女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在森林裡散步 鍾錦織

B008 優選 幼兒組 彭姿琦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新郎新娘來了 王美惠

B009 優選 幼兒組 楊寶恩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清晨打獵 蕭茹嵐

B010 優選 幼兒組 甘詠婕 女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的媽媽戴眼鏡 鍾錦織

B011 優選 幼兒組 甘鑫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鄒族 部落風情 司瓊文

B012 優選 幼兒組 何昱函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部落風情 司瓊文

B013 優選 幼兒組 豊丹.法友樂 男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山豬老大 林宗穎

B014 優選 幼兒組 杜若榳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求婚記 陳春花

B015 優選 幼兒組 陳莎婭 女 臺東縣臺東市南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卑南族 少年會所的哥哥們 吳麗美

B016 優選 幼兒組 胡瑩萱 女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的部落 朱惠慧

B017 優選 幼兒組 黃郁絜 女
社團法人東台灣幼兒教保專業促進協會

附臺東縣私立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卑南族 uwalakan a' aliyaliyan朋友們一起跳舞 王貞荃

B018 優選 幼兒組 白柏恩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跳哈嘿 陳楊淑曾

B019 優選 幼兒組 林丞烽 男
社團法人東台灣幼兒教保專業促進協會

附臺東縣私立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卑南族

我和我的爺爺去打獵marenang ku kan

mudlri muka bentrira
王貞荃

B020 優選 幼兒組 白柏媚 女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跳哈嘿 陳楊淑曾

B021 優選 幼兒組 黃佳萱 女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全家一起共舞 黃麗惠

B022 優選 幼兒組 高約珥 男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抓昆蟲 葉育禎

B023 優選 幼兒組 杜昱佑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遇蛇記 黃如瑩

B024 優選 幼兒組 張雅各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部落散步賞花去 黃如瑩

B025 優選 幼兒組 鄭泰巍 男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打獵 周淑惠

B026 優選 幼兒組 鄭予恩 男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卑南族 卑南族勇士 黃麗惠

B027 優選 幼兒組 胡珍蘋 女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姊妹情 黃麗惠

B028 優選 幼兒組 連賜桀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我們的祖靈---大巨人 黃如瑩

B029 優選 幼兒組 古許芸甄 女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太魯閣公主與王子 黃麗惠

B030 優選 幼兒組 潘禹安 男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快樂的阿美族勇士 黃麗惠

B101 優選 一年級 連羿戎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小 太魯閣族 打獵 陳楊淑曾

B102 優選 一年級 劉佩恩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小勇士來跳舞 陳怡萱

B103 優選 一年級 陳予恩 女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國小 阿美族 婚禮的祝福 莊淑美

B104 優選 一年級 冉宇翔 男 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 撿蝸牛 林育嫈

B105 優選 一年級 林杰宇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小 布農族 打老虎 黃美之

B106 優選 一年級 賴歆婕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國小 阿美族 歡樂慶豐收 郝玫玲

B107 優選 一年級 潘劉茜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我種的花 陳寶玲

B108 優選 一年級 李權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打山豬 陳楊淑曾

B109 優選 一年級 許韋恩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排灣小勇士 高雅琴

B110 優選 一年級 蘇翰恩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我和媽媽採收小米 羅惠萍

B111 優選 一年級 陳藝 女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小 阿美族 搗出好Q的tulun 梁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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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2 優選 一年級 李孟恩 女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曬紅藜 陳楊淑曾

B113 優選 一年級 張昕冉 女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 布農族 快樂的射耳祭 胡美玲

B114 優選 一年級 林依靜 女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的歌舞表演 陳楊淑曾

B115 優選 一年級 潘愛真 女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 排灣族 歡樂的豐年祭 蔡佩君

B116 優選 一年級 古洧暢 男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小 布農族 比角力 王艷秋

B117 優選 一年級 許羽荷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辛苦工作的我們 王哲薇

B118 優選 一年級 孫潔鈴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小米播種祭 王哲薇

B119 優選 一年級 田伊岑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排灣族 羽毛長呀長 羅予妍

B120 優選 一年級 潘嫤希 女 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小 排灣族 部落結婚風情 鄭菁雯

B121 優選 一年級 王宇彤 女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 布農族郡群 和好朋友吃utan(地瓜) 林俐璟

B122 優選 一年級 謝沛芸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們為小米祈福 王哲薇

B123 優選 一年級 張潔玲 女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 布農族郡群 全家一起吃，最好吃! 林俐璟

B124 優選 一年級 全浩謙 男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 布農族 我的巨人爸爸 林家弘

B125 優選 一年級 湯秉綸 男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小 排灣族 在夜晚的大地跳舞 吳俊蓉

B126 優選 一年級 馬昀真 女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小 布農族 歡樂的豐收祭 金鴻黎

B127 優選 一年級 石宏恩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泰雅族 打獵 黃金敏

B128 優選 一年級 錢彥彰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小 賽夏族 瓦祿打獵遊戲 徐嘉葭

B129 優選 一年級 張祖恩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小 泰雅族 高腳屋旁烤山豬 王美惠

B130 優選 一年級 溫鍵銘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 鄒族 鄒族勇士 高慧玲

B201 優選 二年級 王之岑 女 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 排灣族 新娘來了 王美惠

B202 優選 二年級 高語甜 女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泰雅族 跳舞吧！豐年祭 童淑容

B203 優選 二年級 郭思婷 女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 阿美族 豐年祭 黃雅伶

B204 優選 二年級 胡洺銓 男 南投縣水里鄉水里國民小學 布農族 獵山豬 許惠琴

B205 優選 二年級 司恩希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的小貝比 蘇玟嬰

B206 優選 二年級 全家韌 男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來殺豬囉 洪佳興

B207 優選 二年級 莊聖康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捕魚陷阱石頭迷宮 高慧玲

B208 優選 二年級 楊忠仁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鄒族勇士獵到打獵 高慧玲

B209 優選 二年級 雅韻‧谷暮 女 臺南市學甲區東陽國民小學 泰雅族 原住民慶典 羅色惠

B210 優選 二年級 謝佑珊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要好好工作 冼柏源

B211 優選 二年級 林芊葇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開心小米田 冼柏源

B212 優選 二年級 孔孟帝 男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歡樂慶豐收 黃姿涵

B213 優選 二年級 林芮妤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阿美族 搖擺那魯灣 羅予妍

B214 優選 二年級 胡蘇品銘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布農族 怎麼那麼重 羅予妍

B215 優選 二年級 伍亞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謝謝有你 冼柏源

B216 優選 二年級 李芊妘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一起種小米 冼柏源

B217 優選 二年級 連晴兒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與月亮的約定 冼柏源

B218 優選 二年級 羅攸慈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小 排灣族 圖騰的由來 冼柏源

B219 優選 二年級 顏余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團結力量大 冼柏源

B220 優選 二年級 郭宥汝 女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拉阿魯哇族 聖貝祭的驅魔祭 賴昭如

B221 優選 二年級 謝瑞祥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把他射下來 冼柏源

B222 優選 二年級 周倪恩 男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排灣族 慶豐收 蘇瑜芬

B223 優選 二年級 黃銘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吃玉米 陳寶玲

B224 優選 二年級 林宇恩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們一起跳豐年祭舞蹈 陳明珠

B225 優選 二年級 范璽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吃玉米 陳寶玲

B226 優選 二年級 曾詳盉 男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國民小學 達悟族 大船下水 謝惠珠

B227 優選 二年級 陳馨 女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民小學 阿美族 好特別的鼻笛和口琴 梁慧琦



B228 優選 二年級 周正浩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可愛的部落 陳怡萱

B229 優選 二年級 林念君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來遊戲 陳怡萱

B230 優選 二年級 林宥亞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阿美族 部落一日生活 林文英

B301 優選 三年級 高博鑫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布農族的婚禮 歐柏伶

B302 優選 三年級 梁奕玄 男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太魯閣族 射箭比賽 陳秀楟

B303 優選 三年級 王夢軒 女 花蓮市中原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團圓季 陳俊旭

B304 優選 三年級 吳羽婕 女 花蓮縣水源國小 太魯閣族 織布 陳楊淑曾

B305 優選 三年級 曾芷希 女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原住民展 劉素珠

B306 優選 三年級 林芷瑄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布農勇士的傳承 歐柏伶

B307 優選 三年級 徐亞佑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轟聲陣陣 林文英

B308 優選 三年級 林佩樺 女 台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排灣族 鞦韆下的婚禮 陳雅惠

B309 優選 三年級 高梅美 女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 布農族 採梅子真快樂 林俐璟

B310 優選 三年級 陳品頤 女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出海抓飛魚 陳寶玲

B311 優選 三年級 葉璿 女 台東縣逹仁鄉安朔國小新化分校 排灣族 迎賓舞 陳羽涵

B312 優選 三年級 余子傑 男 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阿美族 跳舞的勇士 温巧盈

B313 優選 三年級 邱溧莘 女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泰雅族 歌舞表演 陳楊淑曾

B314 優選 三年級 陳文祺 男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出海抓飛魚 陳寶玲

B315 優選 三年級 陳宇安 女 台東縣台東市東海國小 阿美族 英勇獵人獵熊 蔡依婷

B316 優選 三年級 林之駿 男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國小 排灣族 迎接小米豐收祭 張淑秋

B317 優選 三年級 劉宣成 男 台東縣台東市東海國小 阿美族 嘿秀嘿秀搗麻糬 蔡依婷

B318 優選 三年級 蔣勝己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卑南族 我來了,別走 林文英

B319 優選 三年級 鄭紹其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以前的故事 鄭伊均

B320 優選 三年級 洪子蓉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一起煮晚餐 鄭伊均

B321 優選 三年級 黃怡靜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排灣族 來一顆吧! 羅予妍

B322 優選 三年級 張帥 男 高雄市加昌國小 布農族 一起下海 冼柏源

B323 優選 三年級 陳俐妃 女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小 阿美族 搗米 黃月秀

B324 優選 三年級 彭竩琁 女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阿美族 阿美族豐年祭 陳宜珮

B325 優選 三年級 馬晨皓 男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小 布農族 與蛇共舞 金鴻黎

B326 優選 三年級 李承毅 男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射日傳說 黃志超

B327 優選 三年級 林沂樂 男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泰雅族 一起勇敢獵山豬 黃依婷

B328 優選 三年級 黃禹安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 泰雅族 打獵機器人 徐國展

B329 優選 三年級 潘瑞平 女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的舞蹈 楊國材

B330 優選 三年級 邱敏瑞 男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小 阿美族 狩獵飛鼠 廖資欣

B401 優選 四年級 高敔 男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小 排灣族 傳承親情 張雅卿

B402 優選 四年級 宋婷歡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搗米趣 陳怡萱

B403 優選 四年級 邱建鈜 男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小 排灣族 消災解厄 余莉莉

B404 優選 四年級 黃亭介 男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小米祭 呂榕榕

B405 優選 四年級 柯家瑞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帶來希望的紅嘴黑鵯 冼柏源

B406 優選 四年級 王妤若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搗小米 呂榕榕

B407 優選 四年級 史采玉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 布農族 部落風情--布農天籟 伍紹威

B408 優選 四年級 張郁欣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劉錦惠

B409 優選 四年級 溫子慧 女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小 賽德克族 歡迎來到部落吃山豬 楊春鳳

B410 優選 四年級 林秉樂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 泰雅族 大餐 徐國展

B411 優選 四年級 吳龎齊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射山豬 呂榕榕

B412 優選 四年級 高洋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山林時光--布農族 歐柏伶

B413 優選 四年級 謝孟柔 女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 布農族  拉阿魯哇族的聖貝祭 江璇

B414 優選 四年級 蘇晴 女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熱情原舞者 黃國賢



B415 優選 四年級 廖可玄 男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阿美族 阿美族小勇士訓練日 劉錦惠

B416 優選 四年級 陳宇豪 男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國小 阿美族 我跟姐姐在豐年祭搗麻糬 范植皙

B417 優選 四年級 林珮賢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來跳舞 陳怡萱

B418 優選 四年級 黃葶依 女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小 泰雅族 喜歡織布的Yaki' 彭瑞芬

B419 優選 四年級 周苡蓁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抓雞!快跑 歐柏伶

B420 優選 四年級 林海翔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收割紅藜 郭思彤

B421 優選 四年級 古富龍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搗小米 陳寶玲

B422 優選 四年級 湯子宜 女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小 排灣族 排灣族的公主 游金蘭

B423 優選 四年級 高以勒 男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小 阿美族 搗啊搗，搗出美味麻糬啦! 陳思妤

B424 優選 四年級 曾莘澄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 阿美族 揹新娘

B425 優選 四年級 巴倍加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VuVu做的背包 郭思彤

B426 優選 四年級 杜雅晴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布農族 神話之鳥 蔡佳玲

B427 優選 四年級 孔筑汝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鄒族 很會織布的手 冼柏源

B428 優選 四年級 吳伊冉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夜獵 冼柏源

B429 優選 四年級 陳禾家 男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小 阿美族 邦查豐年祭真熱鬧 黃國賢

B430 優選 四年級 高妤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準備感恩祭 陳怡萱

B501 優選 五年級 葉宛柔 女 花蓮市中原國小 阿美族 原住民的愛與夢想 林朝祥

B502 優選 五年級 拉黎樂此･魯木 女 花蓮縣港口國小 阿美族 阿美族在海邊的生活方式 黃靖淵

B503 優選 五年級 呂天軍 男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五年祭-刺福球 譚志遠

B504 優選 五年級 余沛穎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部落傳統婚禮 余存仙

B505 優選 五年級 賴加越 男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小 排灣族 部落風情 林梅君

B506 優選 五年級 陳吳帛軒 男 臺東縣成功國小 阿美族 薪火相傳 王詠瓏

B507 優選 五年級 陳秀柱 女 臺東縣忠孝國小博愛分校 阿美族 阿美族祈雨祭 王雪玲

B508 優選 五年級 林柏宇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排灣族 大船下水 陳寶玲

B509 優選 五年級 邱勁宇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卑南族 刺福球 陳寶玲

B510 優選 五年級 壹堯･叉雅斯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排灣勇士進階儀式--爬竿 譚志遠

B511 優選 五年級 楊濠濃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卑南族 大船下水 陳寶玲

B512 優選 五年級 高雨晨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排灣族 刺福球 陳寶玲

B513 優選 五年級 黃沁 男 臺東縣新興國小 排灣族 傳承 譚志遠

B514 優選 五年級 埔亞陸陽･叉雅斯 男 臺東縣新興國小 排灣族 五年祭--刺球 譚志遠

B515 優選 五年級 潘雅駱 女 台東縣海端鄉海端國小 布農族 文化 王靜美

B516 優選 五年級 李嘉璇 女 臺東縣新興國小 排灣族 排灣少女盪鞦韆 譚志遠

B517 優選 五年級 林妤恩 女 臺東縣介達國小 阿美族 阿公的農場 李慧文

B518 優選 五年級 丁妤芯 女 臺東縣新興國小 排灣族 部落的美味餐桌 譚志遠

B519 優選 五年級 李芮希 女 臺東縣新興國小 排灣族 歡樂･感恩･部落情 譚志遠

B520 優選 五年級 陳啟昊 男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小 排灣族 笛聲縈繞 陳志雄

B521 優選 五年級 田秉睿 男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小 排灣族 我的成長 田海龍

B522 優選 五年級 杜育辰 男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小 排灣族 採芒果 田海龍

B523 優選 五年級 林予菲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洪水與希望 吳念臻

B524 優選 五年級 林淳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祖先的智慧 吳念臻

B525 優選 五年級 洪敏婕 女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小 魯凱族 Kongadavane勇士 陸廣

B526 優選 五年級 林麒龍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孔雀王子 吳念臻

B527 優選 五年級 劉耘姍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魯凱的姑娘 吳念臻

B528 優選 五年級 高家宜 女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小 布農族 螢火蟲季 潘慧玉

B529 優選 五年級 楊子頤 男 桃園縣平鎮區東安國小 泰雅族 Yaki′的彩虹 張雅卿

B530 優選 五年級 林星妤 女 新北市立烏來國小 泰雅族 泰雅小村莊 劉芸柔

B601 優選 六年級 曾恩芃 男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小 阿美族 祈豐收 陳秀楟



B602 優選 六年級 黃宥甯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我愛部落文化活動 余存仙

B603 優選 六年級 鐘琳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運動會 陳怡萱

B604 優選 六年級 羅亞琦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太魯閣營火晚會 陳怡萱

B605 優選 六年級 周正倫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祝福新生兒 余存仙

B606 優選 六年級 梁羽葇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小 太魯閣族 勤勞的女孩 陳奕嘉

B607 優選 六年級 蕭瑩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布農文化源遠流長 余存仙

B608 優選 六年級 羅喜恩 男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太魯閣族 榮耀的彩虹橋 蔡佳玲

B609 優選 六年級 李冠綸 男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阿美族 巨人傳說 蔡佳玲

B610 優選 六年級 胡杰 男 台東縣台東市國立台東大學附小 太魯閣族 蘭嶼飛魚慶典 粘僑頡

B611 優選 六年級 陳品毓 女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阿美族 穿著族服跳舞 張碧珊

B612 優選 六年級 鄭鈞耀 男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排灣族 排灣族五年祭-刺福球 張碧珊

B613 優選 六年級 謝育辰 女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魯凱族 泰雅風情 陳寶玲

B614 優選 六年級 邱顥尊 男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國小 排灣族 神射手 方育瑜

B615 優選 六年級 溫珮妤 女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小 賽德克族 賽德克女孩與貓 蔡明倩

B616 優選 六年級 林佳心 女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冬瓜美人 陳怡延

B617 優選 六年級 余妍昕 女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 布農族 小米豐收 陳宜均

B618 優選 六年級 林立威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唱給祖靈的歌 吳琪瑤

B619 優選 六年級 李仲峻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喪禮後的安靜 吳琪瑤

B620 優選 六年級 謝偉豪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河祭 吳琪瑤

B621 優選 六年級 明啟恩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族人與動物 陳怡延

B622 優選 六年級 伍潔琳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布農族 打陀螺真有趣 洪佳興

B623 優選 六年級 高子芯 女 南投縣埔里鄉溪南國小 賽德克族 彩虹音樂祭 黃金敏

B624 優選 六年級 全駿浩 男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布農族 野溪捕蟹好好玩 洪佳興

B625 優選 六年級 張瑋妘 女 台東市潭子區潭子國小 泰雅族 無題 童淑蓉

B626 優選 六年級 李佳瑜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泰雅臉譜ptasan 黃志超

B627 優選 六年級 蔣瑋柏 男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小 泰雅族 無題 黃文霖

B628 優選 六年級 陳綺恩Wagi 女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小 泰雅族 泰雅族婚禮搗麻糬 林靜妹

B629 優選 六年級 陳徐秉宏 男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小 撒奇萊雅族 bayi 顏俊祥

B630 優選 六年級 包沐晞 女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小 魯凱族 盪鞦韆 許旭毅

B701 優選 國中 范庭毓 女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國民中學 泰雅族 家鄉的美好 黃雅容

B702 優選 國中 張曉欣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大地恩賜：小米豐收序曲 呂郁芬

B703 優選 國中 劉維梵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九芎樹下的射耳傳承 呂郁芬

B704 優選 國中 陳珮語 女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阿美族 與祖靈的對話 林家瑜

B705 優選 國中 陳宜安 女 花蓮縣花蓮市花崗國民中學 阿美族 獻上感恩祭 林芳君

B706 優選 國中 潘林陞 男 花蓮縣新城鄉海星國民中學 阿美族 文化技藝的傳承 吳佳樺

B707 優選 國中 武恩樂 女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中學 魯凱族 部落風情節慶 劉婉如

B708 優選 國中 林陳又竹 女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中學 阿美族 相見歡

B709 優選 國中 楊世偉 男 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中學 阿美族 amis的生活 陳國慶

B710 優選 國中 劉品萱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傳說的孕育 冼柏源

B711 優選 國中 葉佩靈 女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中學 排灣族 五年祭 林佳樺

B712 優選 國中 顏曾睿祖 男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部落的色彩 冼柏源

B713 優選 國中 陳語柔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部落的滋味 冼柏源

B714 優選 國中 林肯 男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八八風災 冼柏源

B715 優選 國中 羅攸筑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排灣族 大蟒蛇VS勇敢的kamala 冼柏源

B716 優選 國中 顏怡馨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海的眼淚 冼柏源

B717 優選 國中 林禕婕 女 雲林縣西螺鎮東南國民中學 排灣族 鞦韆盪來幸福

B718 優選 國中 幸柏辰 男 苗栗縣銅鑼鄉文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族人生活 潘文凱



B719 優選 國中 王瑞琪 女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中學 排灣族 幸福鞦韆 張雅卿

B720 優選 國中 馬婷卉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愛的靈魂 邱園庭

B721 優選 國中 林珍妮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烏來心.泰雅情 邱園庭

B722 優選 國中 高慈恩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泰雅勇藝 邱園庭

B723 優選 國中 蔡芯琦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原藝之美 邱園庭

B724 優選 國中 陳沛恩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緣愛風情 邱園庭

B725 優選 國中 江詠心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時光飛逝 邱園庭

B726 優選 國中 江凱心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夜空下的獵人 邱園庭

B727 優選 國中 馬宏麟 男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回想泰雅織獵 邱園庭

B728 優選 國中 高瑜菲 女 新北市新北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織福.知福 邱園庭

B729 優選 國中 陳姳蓁 女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中學 卑南族 祈求豐收的女子 盧玫竹

B730 優選 國中 朱祐賢 男 苗栗縣頭份市興華高中附設國民中學 賽夏族 最美麗的風景-母親身影 王秀芬


	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