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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 佳作 幼兒組 江聖恩 男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Payi的香蕉園 葉育禎

C002 佳作 幼兒組 周彥平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一起去射日 黃如瑩

C003 佳作 幼兒組 鄭宇捷 女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散步 葉育禎

C004 佳作 幼兒組 金妍熙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一起跳舞 黃如瑩

C005 佳作 幼兒組 連卉恩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跳舞慶祝豐年祭 黃如瑩

C006 佳作 幼兒組 曾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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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ta I palakuwan(我們去巴拉冠) 王貞荃

C007 佳作 幼兒組 王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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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雯

C008 佳作 幼兒組 陳品毓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部落文化體驗-搗小米 林恩惠

C010 佳作 幼兒組 陳昊宸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抬山豬 陳楊淑曾

C011 佳作 幼兒組 亞箍琬.林導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頭目家的石碑 陳采羚

C012 佳作 幼兒組 豐琳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幼兒園 阿美族 害羞少女 陳琴嘉

C013 佳作 幼兒組 曾恩惠 女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豐年祭 楊惠閔

C014 佳作 幼兒組 白柏璋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跳哈嘿的阿嬤 陳楊淑曾

C015 佳作 幼兒組 馬聖雅 女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射耳祭活動 楊惠閔

C016 佳作 幼兒組 陳牧懷 女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我的爸爸是原住民 周美麗

C017 佳作 幼兒組 黃承恩 男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射箭的肌肉男 周美麗

C018 佳作 幼兒組 黃子盼 女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開心搗紅藜 宮郁庭

C019 佳作 幼兒組 宋雅歆 女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幸福排灣婚禮 趙家誼

C020 佳作 幼兒組 潘子允 女 高雄縣茂林鄉多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魯凱族 黑米束，真漂亮！ 顏秀珍

C022 佳作 幼兒組 張玉芯 女 高雄市巴楠花布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很大的小米 冼柏源

C026 佳作 幼兒組 李逸捷 男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魯凱族 黑米祭盪鞦韆 范美莉

C029 佳作 幼兒組 王奕婕 女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阿美族的豐收季 王沛雯

C030 佳作 幼兒組 許劉蕓暄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幼兒園 泰雅族 和蝴蝶一起跳舞 蕭茹嵐

C031 佳作 幼兒組 劉恪 男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排灣族 泰雅金鋼戰士 劉雅婷

C032 佳作 幼兒組 許劉蕓楨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幼兒園 泰雅族 趕走魔鬼 蕭茹嵐

C033 佳作 幼兒組 施愛得 女 臺中市清水區美德幼兒園 布農族 部落風情-我和爸爸媽媽 陳葦婷

C034 佳作 幼兒組 蔣恩揎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幼兒園 泰雅族 和爸爸學射箭 蕭茹嵐

C036 佳作 幼兒組 林巧馨 女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搗小米麻糬 陳涵榆

C037 佳作 幼兒組 黃燕妃 女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搗小米麻糬 陳涵榆

C038 佳作 幼兒組 黃姿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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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涵榆

C039 佳作 幼兒組 洪允恩 男 桃園縣復興鄉霞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泰雅一家 胡芳庭

C040 佳作 幼兒組 古予樂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幼兒園 泰雅族 我的爸爸和弟弟 蕭茹嵐

C041 佳作 幼兒組 謝語曦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幼兒園 阿美族 準備去打獵 蕭茹嵐

C042 佳作 幼兒組 周立婕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大手牽小手 蔡淑珍

C043 佳作 幼兒組 歸恩霓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勇士 蔡淑珍

C101 佳作 一年級 蔡路恩 女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小 排灣族 排灣族圖騰創作 黃郁雯

C102 佳作 一年級 羅允駿 男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小 排灣族 一起去山上打獵 李婉婷

C103 佳作 一年級 賴龍達 男 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小 阿美族 慶祝豐收 葉英茂

C104 佳作 一年級 葉晨恩 男 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國小 阿美族 歡天喜地慶豐年 蕭雨薇

C105 佳作 一年級 全雅樂 女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國小 布農族 小米長大了 潘世珍

C106 佳作 一年級 潘龍穎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之戀 張品婕

C107 佳作 一年級 歐  甯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刺球迎福 林函萱

C108 佳作 一年級 鍾惜恩 女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國小 達悟族 我的家和大海 潘念慈

C109 佳作 一年級 賴毅丞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來看豐年祭 張品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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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0 佳作 一年級 戴均澔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辛苦耕種的VuVu 林函萱

C111 佳作 一年級 羅建廷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跳繩 陳寶玲

C112 佳作 一年級 宋溫和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參加豐年祭 張品婕

C113 佳作 一年級 朱詠潔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大家一起來跳舞 高雅琴

C114 佳作 一年級 胡天祐 男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國小 布農族 分享山豬好快樂 潘韋如

C115 佳作 一年級 陳聖皓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小米豐收祭 羅惠萍

C116 佳作 一年級 鄭馨渝 女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小 阿美族 布農族的烤肉趴 閔家玉

C117 佳作 一年級 蔣翰揚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我喜歡豐年祭 張品婕

C118 佳作 一年級 黃世嘉 女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小 太魯閣族 感恩祭 林詠駿

C119 佳作 一年級 曾亞希 男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 阿美族 快樂的太巴塱家人 莊鏝儒

C120 佳作 一年級 傅子豪 男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小 阿美族 祈雨 鍾家淇

C121 佳作 一年級 吳國龍 男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小 阿美族 豐年樂 林恒莉

C122 佳作 一年級 王郁芯 女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愛跳舞的阿美族女孩 陳楊淑曾

C123 佳作 一年級 陳煌根 男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小 阿美族 想吃荷包蛋 鍾家淇

C124 佳作 一年級 林宛萱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一起來跳舞 陳怡萱

C125 佳作 一年級 任子均 男 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 撿蝸牛的晚上 林育嫈

C126 佳作 一年級 李詩筠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一起來跳舞 陳怡萱

C127 佳作 一年級 陳羿鎧 男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小 泰雅族 獵山豬 蕭怡娟

C128 佳作 一年級 陳允恩 男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小 泰雅族 射日英雄 吳素娟

C129 佳作 一年級 葉  昫 女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小 泰雅族 搗小米麻糬樂 何姿瑩

C130 佳作 一年級 唐誠恩 男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小 排灣族 幸福的畫面--巴冷公主 陳欣瑜

C132 佳作 一年級 林芊伃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鄉運跑步 林士豪

C133 佳作 一年級 李子龍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在家搗小米 林士豪

C134 佳作 一年級 呂沂璇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一起開心跳舞 林士豪

C135 佳作 一年級 戴于嫙 女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小 魯凱族 Oponoho勇士祭 顏秀珍

C136 佳作 一年級 薛靖璇 女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小 太魯閣族 太魯閣感恩祭~演奏木琴 陳麗鴻

C137 佳作 一年級
伊斯瑪哈撒嗯∙拉

嘎夫
男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 布農族 我在玩躲貓貓 賴昭如

C138 佳作 一年級 曾睫庭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和家人在小米田 王哲薇

C139 佳作 一年級 潘筱霏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阿美族 大家一起跳起來 羅予妍

C140 佳作 一年級 范天佑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認真的我與小米 王哲薇

C141 佳作 一年級 魏羽歆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與小米 王哲薇

C142 佳作 一年級 明平靖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小米田辛苦工作的人 王哲薇

C143 佳作 一年級 洋予璨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 鄒族 鄒族少女與勇士 高慧玲

C144 佳作 一年級 但以理∙阿麥 男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 布農族 搗小米的布農女孩 林紹瑜

C145 佳作 一年級 曾恩琪 女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小 賽德克族 織布 潘詩霓

C146 佳作 一年級 何旭程 男 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小 布農族 布農族抓豬比賽 黃愛紋

C147 佳作 一年級 全比岸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布農族 布農勇士玩樂趣 戴君惠

C148 佳作 一年級 馬柔熙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 布農族 部落風情--快樂的小孩 王俊仁

C149 佳作 一年級 吳皓恩 男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小 魯凱族 大家一起來慶祝 簡淑鴻

C150 佳作 一年級 何言恩 男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小 賽德克族 獵山豬 潘詩霓

C151 佳作 一年級 黃凱威 男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布農族 來看殺豬喔！ 洪佳興

C152 佳作 一年級 傅沛禹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布可思議 蕭如嵐

C153 佳作 一年級 賴祥瑞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小 泰雅族 阿公準備去打獵 王美惠

C154 佳作 一年級 根誠焱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小 賽夏族 三個阿婆的小米田 徐嘉葭

C155 佳作 一年級 江巧怡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小 泰雅族 yaya學織布 王美惠

C156 佳作 一年級 潘奕瑄 女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阿美族 神聖的飛魚 江翠玲

C157 佳作 一年級 林依晨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一起跳跳舞 林文英

C201 佳作 二年級 夏允瀚 男 花蓮縣花蓮市忠孝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山上的孩子愛爬樹 譚金文

C202 佳作 二年級 高詠恆 男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 鄒族 快樂狩獵記 湯懷德



C203 佳作 二年級 絲樂.法拉屋樂 女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 排灣族 VuVu的小米園 陳淑芬

C204 佳作 二年級 孫李承林 女 臺南縣安南區安佃國民小學 卑南族 思鄉情 陳玉梅

C205 佳作 二年級 楊沁諭 女 花蓮縣玉里鎮德武國民小學 阿美族 苓雅採金多兒筍的景象 吳雅詩

C206 佳作 二年級 余曉智 男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民小學 布農族 獵人之黑 柯怡均

C207 佳作 二年級 賴以琳 女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泰雅族 打獵囉 陳姿君

C208 佳作 二年級 全恩慧 女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是快樂的布農族 黃雅玲

C209 佳作 二年級 張絨岳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阿美族 打獵 陳楊淑曾

C210 佳作 二年級 徐冠霖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勇士 陳怡萱

C211 佳作 二年級 偕廷睿 男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泰雅族 小米祭 陳家瑩

C212 佳作 二年級 范阿布思 男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布農族 小孩去射耳 賴昭如

C213 佳作 二年級 余恩妮 女 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民小學 阿美族 他們在跳舞 葉英茂

C214 佳作 二年級 陳恩 男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阿美族 海邊捕魚 羅百合

C215 佳作 二年級 劉碩芬 女 臺東縣達仁鄉台坂國民小學 排灣族 動物好朋友 葛時宇

C216 佳作 二年級 古宜萱 女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民小學 布農族 為傳統祭儀準備 閔家玉

C217 佳作 二年級 潘朵菈 女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國民小學 排灣族 豐年祭跳舞 邱惠玲

C218 佳作 二年級 高菲 男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排灣族 自由自在 朱曉雨

C219 佳作 二年級 田若晴 女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家的開心農場 賴昭如

C220 佳作 二年級 陳愷元 男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 布農族 勇敢的布農族獵人 錢宜芳

C221 佳作 二年級 白柏亞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阿美族 練射箭 陳楊淑曾

C222 佳作 二年級 馬惟中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風情--扮家家 楊玉珠

C223 佳作 二年級 盧珮鈴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婚禮交杯酒 羅予妍

C224 佳作 二年級 楊芯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鄒族 鄒族勇士去打獵 高慧玲

C225 佳作 二年級 林青霞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灑下愛的種子 冼柏源

C226 佳作 二年級 呂宇哲 男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民小學 雅美族 雅美族的漁夫努力捕魚 閔家玉

C227 佳作 二年級 洪守宥 男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排灣族 勇士 羅百合

C228 佳作 二年級 甘禹樂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排灣族 VuVu的山上 陳美玲

C229 佳作 二年級 鐘濬泰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排灣族 大家一起歡唱 陳楊淑曾

C230 佳作 二年級 林樂迪 男 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 魯凱族 達魯瑪克地圖 林曉慧

C231 佳作 二年級 司弦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打獵趣 蘇玟嬰

C232 佳作 二年級 邱柔熒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布農族 美麗的事物 李淑萍

C233 佳作 二年級 龍曾承品 男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阿美族 珍貴寶物

C234 佳作 二年級 林允諒 男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家的小米大豐收 張淑秋

C235 佳作 二年級 幸嘉豔 女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國民小學 布農族 歡慶豐收 林婉容

C236 佳作 二年級 邱莉淇 女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卑南族 遺址探險
C237 佳作 二年級 伍詠萱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跳舞烤肉慶團圓 蘇玟嬰
C238 佳作 二年級 伍燕琦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射日 冼柏源

C239 佳作 二年級 林采潔 女 花蓮縣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搗米 陳楊淑曾

C240 佳作 二年級 宋雅璇 女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阿美族 弟弟偷吃木鱉果 劉淑娟

C241 佳作 二年級 蕭士敦 男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和阿嬤在摘麵包果 劉淑娟

C242 佳作 二年級 陳育潔 女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民小學 布農族 獵人射山豬 柯怡均

C244 佳作 二年級 陳鶄縭 女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採紅藜 張淑秋

C245 佳作 二年級 林芮思 女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阿美族 溪邊戲水 羅百合

C246 佳作 二年級 林立凡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勇敢的獵人 冼柏源

C247 佳作 二年級 李心蕾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舞蹈表演 陳怡萱

C248 佳作 二年級 周祈恩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溫馨感人的婚禮 羅予妍

C249 佳作 二年級 劉遵 男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排灣族 kumu姐姐出嫁了 劉雅婷

C250 佳作 二年級 陳奐宇 男 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 魯凱族 達魯瑪克守護神 林曉慧

C251 佳作 二年級 司孟潔 女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小學 布農族 打獵 張英豪

C252 佳作 二年級 蔡義豪 男 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豐年祭

C253 佳作 二年級 謝淯丞 男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郡群 玉米成熟了 林俐璟



C254 佳作 二年級 胡愛 女 臺東縣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太魯閣族 婚禮 紀亭如

C255 佳作 二年級 蔡苡寧 女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 阿美族 森林歌唱 李雪維

C256 佳作 二年級 林品翰 男 花蓮縣花蓮市海星國民小學 阿美族 部落豐年祭 黃國賢

C257 佳作 二年級 何孟葳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風情--舊部落的美麗 王俊仁

C258 佳作 二年級 全惠恩 女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我最愛部落 潘詩霓

C259 佳作 二年級 伍正杰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籃球賽 蘇玟嬰

C260 佳作 二年級 毛尼.霸加里努克 男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國民小學 排灣族 打獵 張淑秋

C261 佳作 二年級 郭郁文 男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拉阿魯哇族 一起玩竹槍 賴昭如

C262 佳作 二年級 葉慶明 男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排灣族的婚禮 謝文芳

C263 佳作 二年級 明宇婕 女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 布農族 圖騰哪裡來 冼柏源

C264 佳作 二年級 陳妤芯 女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排灣族 自己的部落(聊天) 朱曉雨

C265 佳作 二年級 呂恩熙 女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阿美族 豐年祭的歌舞表演 陳楊淑曾

C266 佳作 二年級 全心蕾 女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布農族 和爸媽做暖身操 何紋慧

C267 佳作 二年級 全司景 女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國民小學 布農族 八部合音 林婉容

C268 佳作 二年級 吳宇恩 男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 阿美族 婚禮 黃榮華

C269 佳作 二年級 周睿晟 男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熱鬧的婚禮 張秀毓

C270 佳作 二年級 林霈恩 女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阿美族 餵豬、餵羊 羅百合

C271 佳作 二年級 全俐穎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抓蛇 洪佳興

C272 佳作 二年級 溫可翔 男 臺東縣達仁鄉台坂國民小學 排灣族 最美的女孩 葛時宇

C273 佳作 二年級 豊諾亞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泰雅族 射日 陳綠曼

C274 佳作 二年級 陳沛希 女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 阿美族 聽！我們優美的歌聲 李雪維

C275 佳作 二年級 元拓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跳舞樂 葉秋娟

C276 佳作 二年級 顏若芸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們的約定 冼柏源

C277 佳作 二年級 全怡恩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夜巡 洪佳興

C278 佳作 二年級 陳詩涵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跳舞 陳寶玲

C279 佳作 二年級 高靖崴 男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泰雅族 打獵的季節 高純華

C280 佳作 二年級 吳苡晨 女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郡群 玉米真好吃 林俐璟

C281 佳作 二年級 潘宥蓁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的好朋友 方怡文

C282 佳作 二年級 史芸芯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部落風情--布農日 王俊仁

C283 佳作 二年級 田芯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快樂的小米田 冼柏源

C284 佳作 二年級 塗璿 女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 排灣族 甜甜的小米酒 麥文耑

C285 佳作 二年級 謝語彤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布農族 大家來跳舞 蔡衣淇

C286 佳作 二年級 謝彤昕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卑南族 開心的跳舞 陳寶玲

C301 佳作 三年級 江皓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 泰雅族 我變成太陽 徐國展

C302 佳作 三年級 莊渝銘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 鄒族 殺山豬 高慧玲

C303 佳作 三年級 蘇若妍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小 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嫁娶婚 陳珮瑜

C304 佳作 三年級 林予芮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祝福的聲音 鄭伊均

C305 佳作 三年級 施弘澤 男 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 雅美族 我們捕了好多飛魚 李嘉淇

C307 佳作 三年級 潘芃均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排灣族 飛吧!幸福鞦韆-魯凱族 歐柏伶

C308 佳作 三年級 李珍珍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禮物 鄭伊均

C309 佳作 三年級 伍雅萱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約定 鄭伊均

C310 佳作 三年級 李呈耀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美味的山豬 鄭伊均

C311 佳作 三年級 陳昀希 女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國小 排灣族 盪鞦韆 張淑秋

C312 佳作 三年級 葛穎歆 女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國小 排灣族 吹鼻笛的長者 黃郁君

C313 佳作 三年級 邱若穎 女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海岸阿美的豐年祭 陳楊淑曾

C314 佳作 三年級 潘祈恩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泰雅族 射太陽 黃金敏

C315 佳作 三年級 簡如恩 女 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國小 泰雅族 泰雅慶典 陳福昌

C316 佳作 三年級 仁喬恩 男 台東縣長演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烏石鼻的豐年祭 陳楊淑曾

C317 佳作 三年級 林彧禧 女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搗米樂 蕭茹嵐

C318 佳作 三年級 曾睫甯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最厲害的事 鄭伊均



C320 佳作 三年級 余品泓 男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 布農族 布農勇士射日 陳惠美

C321 佳作 三年級 宋溫心 女 台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部落婚禮 陳怡君

C322 佳作 三年級 吳昀勳 男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小 布農族 傳承 謝淑芳

C323 佳作 三年級 王暐昕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歡唱歌謠 陳志雄

C324 佳作 三年級 方文浩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 鄒族 鄒族戰祭 高慧玲

C326 佳作 三年級 高登鴻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認真的ti-na 歐柏伶

C327 佳作 三年級 豐吳芸瑄 女 台東縣成功鎮成功國小 阿美族 成功鎮聯合豐年祭 賴秀蘭

C329 佳作 三年級 郭妤瑄 女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織布情 蕭茹嵐

C331 佳作 三年級 杜劭安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刺激的打獵 陳志雄

C332 佳作 三年級 楊守郡 男 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國中小 鄒族 射太陽 李雅雯

C333 佳作 三年級 鄭鈞瀚 男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排灣族 熱鬧的部落豐年祭 張碧珊

C334 佳作 三年級 陳以馨 女 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 雅美族 夜晚捕飛魚 李嘉淇

C335 佳作 三年級 吳芮宇 男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小 布農族 彩虹雨 謝淑芳

C336 佳作 三年級 李秉駿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雕刻石板 陳志雄

C337 佳作 三年級 江丞瑜 女 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 雅美族 散步的家人 李嘉淇

C338 佳作 三年級 辜士毅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布農族 射太陽 黃金敏

C339 佳作 三年級 胡勇維 男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打山羌 陳楊淑曾

C340 佳作 三年級 陳啟翔 男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小 排灣族 木藝創新 陳志雄

C341 佳作 三年級 吳瑜潔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表姐婚禮 陳志雄

C342 佳作 三年級 李佳恩 女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海岸阿美的豐年祭 陳楊淑曾

C343 佳作 三年級 陳幼君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小 阿美族 瑞北豐年祭開始了! 陳玉娣

C344 佳作 三年級 羅恩杰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射箭比賽 陳志雄

C345 佳作 三年級 何森廣 男 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小 布農族 上教會 黃愛紋

C346 佳作 三年級 劉耘萱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希望 鄭伊均

C347 佳作 三年級 江綵清 女 南投縣埔里鎮麒麟國小 泰雅族 幸福時刻 羅淑芬

C348 佳作 三年級 高詩晴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集合囉!勇士們-布農族 歐柏伶

C349 佳作 三年級 蘇宗城 男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小 阿美族 餵山豬吃玉米 劉淑娟

C350 佳作 三年級 高玉峰 男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國小 阿美族 七彩布裙-勇者的挑戰 高宜情

C351 佳作 三年級 柯詠安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 排灣族 爸爸在倒小米 吳英貴

C352 佳作 三年級 馬誠恩 男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小 布農族 打獵表演 陳玉娣

C353 佳作 三年級 谷芯蕾 女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 布農族 族人唱歌 林芬如

C354 佳作 三年級 楊婕妤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小 泰雅族 我和哥哥養了一隻小山豬 陳綠曼

C355 佳作 三年級 楊雨樂 女 台東縣達仁鄉土坂國小 排灣族 射日傳說 陳瑜玲

C356 佳作 三年級 何翊勳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 布農族 部落風情-試槍 王俊仁

C357 佳作 三年級 滕怡琳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歌舞表演 陳志雄

C358 佳作 三年級 谷誠悅 男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 布農族 布農打獵 林芬如

C359 佳作 三年級 張海倫 女 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排灣族 部落媽媽愛跳舞 温巧盈

C360 佳作 三年級 陳諾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 排灣族 排灣族琉璃珠 吳英貴

C361 佳作 三年級 金慈恩 女 台中市神岡區圳堵國小 布農族 布農族的射耳祭 黃雅伶

C362 佳作 三年級 黃靜希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小 阿美族 換我們上場了! 陳玉娣

C363 佳作 三年級 海書兒.巴拉拉費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勇氣 鄚伊均

C364 佳作 三年級 張仁鈺 女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 排灣族 我的部落 湯懷德

C365 佳作 三年級 范艾玲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藍色的恩人 鄭伊均

C367 佳作 三年級 徐安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小 賽德克族 山里部落跳舞布苧麻節 柯玉潔

C368 佳作 三年級 呂羿學 女 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排灣族 好姐妹 温巧盈

C369 佳作 三年級 楊祐辰 男 台中縣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快樂小獵人 蕭茹嵐

C370 佳作 三年級 余至善 男 台東縣達仁鄉安朔國小新化分校 排灣族 部落歡唱 李婉婷

C371 佳作 三年級 蕭晉頡 男 台南市永康區永信國小 布農族 部落真美麗 湯懷德

C372 佳作 三年級 伍恩典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布農族 惡鬼的勇士 戴君惠



C373 佳作 三年級 林予諾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 排灣族 打獵文化 吳英貴

C374 佳作 三年級 楊承恩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射箭比賽 陳志雄

C375 佳作 三年級 伍以琳 女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布農族 布農傳統 戴君惠

C376 佳作 三年級 吳念錞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小 布農族 分工合作 謝淑芳

C377 佳作 三年級 古杰 男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小 泰雅族 角力對抗 謝淑芳

C378 佳作 三年級 何羽翎 女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排灣族 秋千婚禮 鄭琬尹

C379 佳作 三年級 以杜屹.里布恩 男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 布農族 射靶鍛錬 張芳慈

C380 佳作 三年級 羅允樂 男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小 泰雅族 那羅山豬 陳貝旻

C381 佳作 三年級 陳慧禮 男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小 布農族 跳舞的布農族人 王盈丹

C382 佳作 三年級 李邵安 男 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 雅美族 傍晚的海邊 李嘉淇

C383 佳作 三年級 游鈺安 女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小 阿美族 生命的誕生 楊國材

C384 佳作 三年級 鄭寗馨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小 泰雅族 美麗的金洋村 盧廷鑫

C385 佳作 三年級 林俊宴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和好朋友一起玩射箭 林文英

C386 佳作 三年級 柯鈞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笑一個，來自拍 林文英

C387 佳作 三年級 陳佑俐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好朋友一起跳舞 林文英

C401 佳作 四年級 吳善雅 女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小 魯凱族 分享喜悅 簡淑鴻

C402 佳作 四年級 許芯妤 女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國小 布農族 布農族的衣服 郭紅妙

C403 佳作 四年級 高子翔 男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 布農族郡群 上山打梅子 林俐璟

C404 佳作 四年級 高妍姍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泰雅族 左右逢「緣」 林文英

C405 佳作 四年級 陳昱綺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小 排灣族 部落婚禮 黃毓婷

C406 佳作 四年級 楊米瑪 女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 泰雅族 參加表姐的婚禮 童淑蓉

C407 佳作 四年級 夏文杉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小 泰雅族 我和爸爸 陳綠曼

C408 佳作 四年級 劉杰 男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 泰雅族 部落勇士出獵 劉玟昀

C409 佳作 四年級 林彧謙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泰雅的印記 蕭茹嵐

C410 佳作 四年級 楊祐威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學口簧琴的少年 蕭茹嵐

C411 佳作 四年級 溫兆宇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成年的洗禮 蕭茹嵐

C412 佳作 四年級 陳俊傑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小勇士 陳怡萱

C413 佳作 四年級 戴浩恩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大同大禮部落風情 陳怡萱

C414 佳作 四年級 江俊德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玩童玩 郭思彤

C415 佳作 四年級 盧畇潔 女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 排灣族 飛魚季划船樂 許天得

C416 佳作 四年級 鄭婉柔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阿美族 獵人大戰巨人 蔡佳玲

C417 佳作 四年級 曾冠笙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和月亮約定好 冼柏源

C418 佳作 四年級 李淩筠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搗米樂 陳怡萱

C419 佳作 四年級 楊凱豫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獵山豬 呂榕榕

C420 佳作 四年級 林祥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阿公說故事 冼柏源

C421 佳作 四年級 林忠鋐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布農勇士之夜 歐柏伶

C422 佳作 四年級 張嫄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小 泰雅族 泰雅日 陳綠曼

C423 佳作 四年級 謝耀東 男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 布農族 美麗的家園 江璇

C425 佳作 四年級 胡蘇杰廷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布農族 小米播種祭 羅予妍

C426 佳作 四年級 陳品序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HO-hoho報戰功 歐柏伶

C427 佳作 四年級 黃宥熏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 排灣族 吹鼻笛的vuvu 尤寵惠

C428 佳作 四年級 梁朝昱 男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太魯閣族 豐年祭 陳秀楟

C429 佳作 四年級 王泓耀 男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小 布農族 和同學在菜園玩遊戲 黃春霞

C431 佳作 四年級 陳岳灃 男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小 阿美族 殺豬 黃靖淵

C432 佳作 四年級 周璽恩 女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小 排灣族 新郎揹著漂亮的新娘 劉美英

C433 佳作 四年級 朱玉貞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阿美族 毛怪傳說 蔡佳玲

C434 佳作 四年級 吳依紋 女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布農族 開心的晚會 黃金敏

C435 佳作 四年級 陳莉淳 女 臺南縣學甲區東陽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王沛晴

C436 佳作 四年級 巫約那 男 臺北縣南港區玉成國小 泰雅族 無題 張曉玲

C437 佳作 四年級 李玉景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打獵 陳怡萱



C438 佳作 四年級 高芯巧 女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小 排灣族 收穫祭送情材 傅曹冀玲

C439 佳作 四年級 洪語然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角力比賽 郭思彤

C440 佳作 四年級 李璇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風情 陳怡萱

C441 佳作 四年級 古俊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搗小米 陳寶玲

C442 佳作 四年級 曾念勤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達悟族之甩髮舞 張品婕

C443 佳作 四年級 黃葶欣 女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小 泰雅族 我想像的年輕Yutas和Yaki' 彭瑞芬

C444 佳作 四年級 秋書亞 男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小 泰雅族 泰雅勇士 劉芸柔

C445 佳作 四年級 梁霈兒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搗米樂 蕭茹嵐

C446 佳作 四年級 李承洲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搗小米 陳寶玲

C447 佳作 四年級 陳宇晨 女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小 排灣族 部落公主婚禮 陳惠梅

C448 佳作 四年級 江睿靚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VuVu教我們做東西 郭思彤

C449 佳作 四年級 高迎筑 女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小 布農族 跳舞 潘慧玉

C450 佳作 四年級 杜語恩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達悟族 張品婕

C451 佳作 四年級 孫博真 男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 泰雅族 執子之手 劉玟昀

C452 佳作 四年級 江宥琳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布農族 射日英雄 蔡佳玲

C453 佳作 四年級 吳宥竹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 阿美族 婚禮的祝福

C454 佳作 四年級 簡士運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 泰雅族 泰雅傳說中的勇士 徐國展

C455 佳作 四年級 黃彭薇 女 臺東縣成功鎮成功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歌舞 王詠瓏

C456 佳作 四年級 孫唯瑄 女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太魯閣族 快樂的豐年祭 黃紫華

C457 佳作 四年級 石靖謙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布農族 原住民晚會 黃金敏

C458 佳作 四年級 梁品彥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勇士舞 郭思彤

C459 佳作 四年級 簡昊宇 男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小 排灣族 排灣勇士 成臻

C460 佳作 四年級 黃家駒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搗小米 呂榕榕

C461 佳作 四年級 高詠欣 女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小 鄒族 快樂的結婚日 湯懷德

C462 佳作 四年級 林子萱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小 太魯閣族 紋面 陳玉娣

C463 佳作 四年級 徐丞軒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射山豬 郭思彤

C464 佳作 四年級 王凱瑤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童玩 郭思彤

C465 佳作 四年級 黃竣彥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 泰雅族 泰雅巨人的玩具 徐國展

C466 佳作 四年級 楊麗君 女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小 薩奇萊雅族 阿美公主 林國楨

C467 佳作 四年級 尤雅恩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我的家人 郭思彤

C468 佳作 四年級 達比利泱˙札倫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童玩 郭思彤

C469 佳作 四年級 蔡佩岑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小 卑南族 跳舞表演 陳明珠

C470 佳作 四年級 蕭薇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獵人扛山豬 黃子甄

C471 佳作 四年級 陳浩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適可而止 冼柏源

C472 佳作 四年級 羅敬堯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達悟族之飛魚祭 張品婕

C473 佳作 四年級 曾誠勳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把文化保護好 冼柏源

C474 佳作 四年級 洪佳媛 女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小 布農族 一起同樂 潘慧玉

C475 佳作 四年級 高羽翔 男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小 泰雅族 快樂的泰雅部落 劉芸柔

C476 佳作 四年級 黃亭萱 女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陳雯雯

C477 佳作 四年級 黃彩妮 女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小 阿美族 大家一起跳舞 石秝

C478 佳作 四年級 王辰鈞 男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小 布農族 天神生氣了 莊鵬輝

C479 佳作 四年級 胡禕冉 男 臺東縣延平鄉鸞山國小 布農族 旑旎古今 李湘霖

C480 佳作 四年級 李鴻鈞 男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小 薩奇萊雅族 想念阿公 林國楨

C481 佳作 四年級 范彭尚秸 男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排灣族 認真用心的女子 陳慈貞

C482 佳作 四年級 劉炎杰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小 布農族 跟舅舅去打獵 連雅蘭

C483 佳作 四年級 甘秦禹 男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 布農族 布農射日 林芬如

C485 佳作 四年級 潘心瑜 女 臺東縣長濱鄉樟原國小 阿美族 看山豬 林邵鵬

C486 佳作 四年級 高語柔 女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 泰雅族 山上挖竹筍 黃榮華

C487 佳作 四年級 柳程浩 男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小 排灣族 和姊姊一起打小米 劉美英

C488 佳作 四年級 徐靖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大鳥小米收穫祭 呂榕榕



C489 佳作 四年級 雅夢有明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小 泰雅族 美麗的泰雅女孩 劉芸柔

C490 佳作 四年級 高詩雁 女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 泰雅族 阿美公主 黃榮華

C491 佳作 四年級 許佳誠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太魯閣族 和爸爸上山找野菜 林文英

C501 佳作 五年級 張段柳菘 男 新竹市東區竹蓮國小 太魯閣族 我的家鄉 賴得榮

C502 佳作 五年級 溫旻恩 女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國小 鄒族 搗麻糬慶豐年 謝秀榮

C503 佳作 五年級 咍菽･拉法倞 男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小 布農族 射日傳奇 錢宜芳

C505 佳作 五年級 石詩音 女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國小 阿美族 上山打獵 鍾孟年

C506 佳作 五年級 余雅各 男 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小 阿美族 雅美禮讚 楊雅婷

C507 佳作 五年級 許慧珍 女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小 布農族 森林中的獵人 王凱恩

C510 佳作 五年級 胡恆心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阿美族 我的家人 張品婕

C511 佳作 五年級 王恩予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歡樂時刻 譚志遠

C512 佳作 五年級 陳祐晴 女 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小 太魯閣族 感恩祭舞蹈 陳胤羽

C513 佳作 五年級 梁芸真 女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勤勞的泰雅少女 蕭如嵐

C514 佳作 五年級 陳可芹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泰雅織布少女 黃志超

C515 佳作 五年級 謝予馨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彩虹部落慶豐收 黃志超

C516 佳作 五年級 吳宸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巨人之後 吳念臻

C517 佳作 五年級 王紫芸 女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小 卑南族 年祭 余莉莉

C518 佳作 五年級 陳譯 女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小 卑南族 大獵祭 陳思妤

C519 佳作 五年級 許悅恩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小 布農族 布農小米豐收祭 曾界銘

C520 佳作 五年級 杜維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布農族 布農族打耳祭 張釋月

C521 佳作 五年級 賴雅廷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烤山豬 陳楊淑曾

C522 佳作 五年級 曾梓軒 女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小 阿美族 採茶趣 陳思妤

C523 佳作 五年級 黃莘芮 女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小 布農族 河邊洗衣 潘慧玉

C524 佳作 五年級 邱雨儂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樂舞--泰雅族 歐柏伶

C525 佳作 五年級 陳嵩雨 男 臺中縣神岡區圳堵國小 排灣族 華麗的祖靈祭 黃雅伶

C526 佳作 五年級 李芯慈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我的勇士爸爸 黃志超

C527 佳作 五年級 黃宇誠 男 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張雅雯

C529 佳作 五年級 簡欣 女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小 泰雅族 〝泰〞幸福了~歌舞升平 呂惠萍

C530 佳作 五年級 風卉晴 女 苗栗縣南庄國小 賽夏族 祭典 高峯志

C531 佳作 五年級 蕭芹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排灣族 豐收祭 張釋月

C532 佳作 五年級 張仁珠 女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 排灣族 排灣五年祭--刺球 湯懷德

C533 佳作 五年級 林於暄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 太魯閣族 太魯閣舞蹈 蔡佳玲

C534 佳作 五年級 曾苡軒 女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小 阿美族 獵豬戰隊 陳思妤

C535 佳作 五年級 杜嘉豪 男 嘉義縣潘路鄉內甕國小 鄒族 愛的舞曲 王永裕

C536 佳作 五年級 余容嘉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小 太魯閣族 紋面 陳奕嘉

C537 佳作 五年級 陳羿諺 男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排灣族 結拜連杯酒 李慧文

C538 佳作 五年級 籠可欣 女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小 排灣族 Nasi-和石板屋一起呼吸 楊美蓮

C539 佳作 五年級 陽千鈺 女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小 阿美族 甩髮舞 李楚崤

C540 佳作 五年級 孔瑜萱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洛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橘子樹的故事 吳念臻

C541 佳作 五年級 楊家安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美妙的樂章 蕭茹嵐

C543 佳作 五年級 李翊亨 男 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小 阿美族 蘭嶼拼板舟 楊雅婷

C544 佳作 五年級 江子萱 女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小 阿美族 海邊的樂趣 黃靖淵

C545 佳作 五年級 陳芯妤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小 卑南族 刺福球 陳寶玲

C546 佳作 五年級 黃楷 男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泰雅族 射日勇士 黃志超

C547 佳作 五年級 黃偉恩 男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小 排灣族 同心協力建家屋 高美華

C548 佳作 五年級 宋韻潔 女 新北市立烏來國小 泰雅族 一個射山豬的女孩 劉芸柔

C549 佳作 五年級 高文威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山中的勇士--傳承(布農族) 歐柏伶

C550 佳作 五年級 林維承 男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蒸米作都倫 陳楊淑曾

C552 佳作 五年級 高伊萱 女 苗栗縣南庄國小 泰雅族 祭典 無

C553 佳作 五年級 高苡恩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阿美族 海浪･豐收--阿美族 歐柏伶



C554 佳作 五年級 全順貞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布農族 野溪捉魚樂 洪佳興

C555 佳作 五年級 尤瑪姍･伽力瑙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和VuVu學燒琉璃珠 譚志遠

C556 佳作 五年級 田晉安 男 花蓮縣復興國小 太魯閣族 希望之光 林文英

C557 佳作 五年級 柯郢希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社口國小 排灣族 頭目的婚禮 方瓊玉

C558 佳作 五年級 陳依布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布農族 祖母的祈福 余存仙

C559 佳作 五年級 阿列夫･巴拉拉費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誕生 吳念臻

C561 佳作 五年級 高廷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外婆家 吳念臻

C562 佳作 五年級 潘星羽 男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國小 排灣族 美麗的萬安溪 涂孟琳

C563 佳作 五年級 風雪柔 女 苗栗縣南庄國小 賽夏族 祭典 黃榮華

C564 佳作 五年級 李妤翾 女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小 阿美族 部落風情 黃智增

C567 佳作 五年級 左子晴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部落幸福的味道 譚志遠

C568 佳作 五年級 蕭芸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排灣族 百步蛇娶新娘 張釋月

C569 佳作 五年級 呂浩 男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VuVu的鼻笛 譚志遠

C570 佳作 五年級 李沛芯 女 新竹市香山區香山國小 泰雅族 泰雅族的黑白天 無

C571 佳作 五年級 方捷恩 男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布農族 圍營火 戴惠君

C572 佳作 五年級 陳恩典 男 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 泰雅族 射魚 楊瑞華

C573 佳作 五年級 伍御菱 女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國小 阿美族 幸福的阿美族 陳虹月

C601 佳作 六年級 張喜皓 男 台中市東勢區新盛國小 泰雅族 豐收季打 潘信佑

C602 佳作 六年級 呂洪瑜 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 山地泰雅族 部落生活紀 呂竺樺

C603 佳作 六年級 林宥宏 男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黃一芳

C604 佳作 六年級 蔡永征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小 布農族 小米飄香 羅崇瑚

C605 佳作 六年級 林佳宏 男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小 阿美族 好玩的豐年祭 杜善衡

C606 佳作 六年級 陳聖譁 男 南投縣埔里鄉麒麟國小 卑南族 思念 羅淑芬

C607 佳作 六年級 羅湘淇 女 台東縣卑南鄉東成國小 排灣族 阿嬤的小米田 陳素敏

C608 佳作 六年級 林佳柔 女 台東縣長濱鄉竹湖國小 阿美族 感恩慶豐收 陳亨諺

C609 佳作 六年級 邱怡瑄 女 台東縣關山鎮月眉國小 布農族 被破壞的家鄉 陳文詩

C610 佳作 六年級 翁皓成 男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小 排灣族 朱柏辰和翁皓成的友誼 朱曉雨

C611 佳作 六年級 潘宇翔 男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 阿美族 獵鳥 黃彥雄

C612 佳作 六年級 袁紫芸 女 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小 邵族 茄冬樹下邵族先生媽祈福 黃荷婷

C613 佳作 六年級 朱愉婕 女 台東縣台東市豐源國小 阿美族 阿美族的女性 張美玲

C614 佳作 六年級 劉良 男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打獵 陳楊淑曾

C615 佳作 六年級 吳湘婷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生活 陳怡萱

C616 佳作 六年級 張柏恆 男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部落生活 陳寶玲

C617 佳作 六年級 陳宥臻 女 台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 排灣族 部落風情 林順吉

C618 佳作 六年級 高彩津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小 泰雅族 射日少年 劉芸柔

C619 佳作 六年級 劉宸佑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土地的過去 吳琪瑤

C620 佳作 六年級 丁浩 男 台東縣達仁鄉安朔國小 排灣族 排灣部落獵人 陳治瑋

C621 佳作 六年級 黃鑫 男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 泰雅族 泰雅生活 張曉一

C622 佳作 六年級 劉憶雯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烤山豬 陳怡萱

C623 佳作 六年級 周聖芯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生活 陳怡萱

C624 佳作 六年級 曾昱啟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我與VUVU一起雕刻 劉婉如

C625 佳作 六年級 林宣卉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排灣族 豐收!豐收! 羅予妍

C626 佳作 六年級 林嘉玟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烤山豬大餐 陳怡萱

C627 佳作 六年級 周彩恩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部落生活 陳怡萱

C628 佳作 六年級 陳家洧 男 台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 達悟族 下水儀式 童淑蓉

C629 佳作 六年級 張孝誠 男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小米祭的角力賽 沈佳燕

C630 佳作 六年級 宋子宜 女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 泰雅族 打獵的一天 黃榮華

C631 佳作 六年級 黃誠偉 男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結婚當天 沈佳燕

C632 佳作 六年級 陳姜婷 女 台東縣長濱鄉寧埔國小 阿美族 豐年祭 陳楊淑曾



C633 佳作 六年級 根宇喬 女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 賽夏族 賽夏族文化傳承 黃榮華

C634 佳作 六年級 戴綺萱 女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 泰雅族 織布 黃榮華

C635 佳作 六年級 高詩語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有趣的刺繡課程 劉婉如

C636 佳作 六年級 胡書涵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布農族 為我織衣的奶奶 張靜芳

C637 佳作 六年級 張昱捷 男 台東縣台東市東海國小 泰雅族 泰雅的祈禱 蔡依婷

C638 佳作 六年級 蔡彥翔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排灣族 小米祭會議 張靜芳

C639 佳作 六年級 李俊熙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迎娶新娘 陳怡萱

C640 佳作 六年級 田云馨 女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小 太魯閣族 家鄉的文化 陳慶晃

C641 佳作 六年級 潘躍宗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老人家與獸骨 陳怡延

C642 佳作 六年級 賴柳善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小 太魯閣族 紋面 陳楊淑曾

C643 佳作 六年級 凌睿馨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 排灣族 阿姨的婚禮 劉婉如

C644 佳作 六年級 馮子敬 男 台東縣台東市東海國小 太魯閣族 勇士出征 蔡依婷

C645 佳作 六年級 黃嘉恩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小 阿美族 薪傳 陳玉娣

C647 佳作 六年級 陽妤岑 女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小 卑南族 小米豐收季 張碧珊

C648 佳作 六年級 拉娃．譜詠 女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小 賽德克族 成長的印記 許家豪

C649 佳作 六年級 郭韋儒 男 屏東縣牡丹鄉牡丹國小 排灣族 太陽下的約定 黃文聰

C650 佳作 六年級 高士凱 男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開心的唱歌跳舞 陳寶玲

C652 佳作 六年級 吳祐家 男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 南勢阿美族 獵人們

C653 佳作 六年級 林俊諺 男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國小 阿美族 娶新娘 陳寶玲

C654 佳作 六年級 蘇岑恩 女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告白 沈佳燕

C655 佳作 六年級 柯家瑜 女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搖擺鈴，祭矮靈 吳琪瑤

C656 佳作 六年級 達巴思．余恬 女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 賽德克族 家有喜事 黃金敏

C657 佳作 六年級 鄭伊城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白米酒 陳怡延

C658 佳作 六年級 陳恩祺 男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泰雅歡樂舞 蕭茹嵐

C659 佳作 六年級 施予昕 女 台中市沙鹿區竹林國小 布農族 部落風情~祭典活動 洪瑞富

C660 佳作 六年級 巫方濟 男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 泰雅族 結婚 張曉玲

C661 佳作 六年級 廖慧婷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小 太魯閣族 小米豐收 陳奕嘉

C662 佳作 六年級 黃睿傑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小 布農族 勇士，瞄準吧! 歐柏伶

C663 佳作 六年級 黃言浩 男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小 泰雅族 織布 蕭茹嵐

C664 佳作 六年級 田蕓蓁 女 南投縣埔里鄉溪南國小 賽德克族 豐年祭 黃金敏

C665 佳作 六年級 李家郡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卑南族 嘿唷嘿唷!少年猴祭開始囉! 羅予妍

C666 佳作 六年級 卓黃明道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排灣族 熱鬧的婚禮 羅予妍

C667 佳作 六年級 洪宇忠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木刻工作室 陳怡萱

C668 佳作 六年級 許芷芯 女 台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排灣族 VUVU唱歌傳故事 巫春子

C669 佳作 六年級 湯桀元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 迎娶新娘 陳怡萱

C670 佳作 六年級 柯宇順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為自己土地吶喊 吳琪瑤

C671 佳作 六年級 陳儀欣 女 花蓮縣秀水鄉水源國小 太魯閣族 感恩祭 陳楊淑曾

C672 佳作 六年級 魏恩喆 男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悲傷的回憶 吳琪瑤

C673 佳作 六年級 潘柏諶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小 排灣族 感人的婚禮 羅予妍

C674 佳作 六年級 孫祈 女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排灣族 吹鼻笛的vuvu 翁雪蓮

C675 佳作 六年級 鄭淇瑄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卑南族 最美的記憶~南王部落 林文英

C676 佳作 六年級 林柏廷 男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小 阿美族 同心協力捕魚 林文英

C701 佳作 國中 陳曉文 男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中學 阿美族 捕魚樂開懷 王力之

C702 佳作 國中 林芷伶 女 苗栗縣苑里鄉致民國民中學 阿美族 Q印象 邱聖仁

C703 佳作 國中 吳喬亨 男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林中之美 邱園庭

C705 佳作 國中 洪家郁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我的一家人.家鄉 邱園庭

C706 佳作 國中 吳欣妤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泰雅的美景 邱園庭

C707 佳作 國中 張緹韻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讀書中的泰雅人 邱園庭

C708 佳作 國中 郭晉瑄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風的希望 冼柏源

C710 佳作 國中 柯念傳 男 花蓮縣花蓮市自強國民中學 太魯閣族 捕魚 劉美宜



C712 佳作 國中 高杰 男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中部 排灣族 巫師祈福 楊鳳崗

C713 佳作 國中 吳宸山右 男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國民中學 魯凱族 原民的壁廊 蔡佳容

C714 佳作 國中 陳恩汝 女 苗栗縣苑里鄉致民國民中學 泰雅族 紋藝之女 邱聖仁

C715 佳作 國中 高緹恩 女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國民中學 阿美族 阿美族服飾 王愛琁

C716 佳作 國中 許思婷 女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國民中學 排灣族 原素 蔡佳容

C717 佳作 國中 羅以 女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中學 阿美族 傾聽 廖靖雯

C718 佳作 國中 陳妙函 女 臺中市北區五權國民中學 魯凱族 我的外婆 潘文凱

C720 佳作 國中 鄭崧甫 男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中學 卑南族 mulaliyaban 海祭 張伶宇

C721 佳作 國中 黃葶安 女 新北市新店區私立崇光女中國民中學 泰雅族 我的外曾祖父~Batu.Yumin 鄧慶齡

C722 佳作 國中 林婉儀 女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中學 阿美族 港口晨光 王力之

C723 佳作 國中 高予晴 女 高雄市路竹區一甲國民中學 鄒族 鄒族戰祭 湯懷德

C724 佳作 國中 陳凱穎 女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國民中學 阿美族 阿美肖像畫 江筱元

C725 佳作 國中 黃妤瑄 女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國民中學 阿美族 故鄉之祭 鍾佩紋

C726 佳作 國中 張珮妤 女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中學 布農族 祭祀者的祈福 司慈聖

C727 佳作 國中 李仲儇 男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圍起火光一起唱 冼柏源

C728 佳作 國中 劉偉翔 男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中學 賽德克族 賽德克風情 蕭茹嵐

C729 佳作 國中 王彥榮 男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阿美族 豐年祭的型男主廚們 陳俊旭

C730 佳作 國中 游亞凡 女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泰雅族 思念 邱園庭

C732 佳作 國中 伍主恩 女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中學 布農族 農彩Bunun 司慈聖

C733 佳作 國中 游尚恩 男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中學 泰雅族 永恆的愛 張雅卿

C734 佳作 國中 張霖恩 女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布農族 成年禮 楊承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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