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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獎項 組別 姓　名 性別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學校住址 族籍

指導教師

(只填一人)

A001 特優 幼兒園組 林薇 女 彩色小珠子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附設幼稚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張禎宜

A002 特優 幼兒園組 郭上荿 男
我和媽媽一起開心地跳舞HO Hai

Yan
臺東縣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950台東市豐盛路12-1號 阿美族 蔡秀鵞

A003 特優 幼兒園組 林語恩 女 在小米田跳舞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附設幼稚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張育綾

A004 特優 幼兒園組 邱芷晴 女 小米田的好朋友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附設幼稚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冼伯源

A005 特優 幼兒園組 朱律衡 男 清晨裡的paSta'ay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5346苗栗縣南庄東河村3鄰132號 賽夏族 朱翊翎

A006 特優 幼兒園組 幸詩 女 海邊戲水趣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園 556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4號 布農族 施奉君

A007 特優 幼兒園組 江柔熹 女 跳舞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71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170號 阿美族 周淑惠

A008 特優 幼兒園組 林儀志 殺豬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71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170號 阿美族 周淑惠

A009 特優 幼兒園組 田瑜柔 女 穿族服去表演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82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布農族 黃如瑩

A010 特優 幼兒園組 申紹弦 男 我射到了一個太陽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園 556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4號 布農族 施奉君

A101 特優 一年級組 潘婕庭 女 一起來看吹奏lalingedan表演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102 特優 一年級組 盧祈綸 男 一起來唱歌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103 特優 一年級組 柯嬿菽 女 歡樂舞蹈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路2號 魯凱族 李珮儀

A104 特優 一年級組 宋瑾泱 女 原住民的石雕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80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號 阿美族 趙春英

A105 特優 一年級組 陳隆隆 男 勇士們來跳舞!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太魯閣族 魏伯如

A106 特優 一年級組 柯仲權 男 獵豬比賽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970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太魯閣族 陳珮瑜

A107 特優 一年級組 潘安瑀 女 快樂舞蹈 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 807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495號 排灣族 趙春英

A108 特優 一年級組 甘鑫 男 戰祭的耆老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 55651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54號 鄒族 王俊仁

A109 特優 一年級組 李延杰 男 我的表演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982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72號 太魯閣族 王君琪

A110 特優 一年級組 杜敬翔 男 發射!正中紅心!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201 特優 二年級組 葉筑軒 女 家人歡聚-烤山豬 臺東縣大鳥國小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排灣族 高雅琴

A202 特優 二年級組 洪翔 男 豐年祭的日常 花蓮縣壽豐國小 974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3段24號 阿美族 江璟佑

A203 特優 二年級組 蔣庭鈺 女 我的部落與族人 臺東縣忠孝國小博愛分校 961臺東縣成功鎮重安路2號 阿美族 吳宜君

A204 特優 二年級組 李詩筠 女 望樓下的舞蹈 花蓮縣景美國小 97243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太魯閣族 林寧

A205 特優 二年級組 高梓程 男 原住民 高雄市福山國小 813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9號 山地布農族

A206 特優 二年級組 許韋恩 男 喝連杯酒 臺東縣大鳥國小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排灣族 高雅琴

A207 特優 二年級組 黃凱晴 女 豐年祭-盪鞦韆活動 臺東縣大鳥國小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排灣族 高雅琴

A208 特優 二年級組 林瑀辰 男 我們愛跳舞 花蓮縣景美國小 97243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太魯閣族 林寧

A209 特優 二年級組 李智勛 男 看誰最厲害 高雄市林園國小 832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210 特優 二年級組 明平靖 salapu 男 勇敢的族人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排灣族 王哲薇

A301 特優 三年級組 李品辰 女 lalingedan ni vuvu 高雄市林園國小 832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302 特優 三年級組 張絨岳 男 分享 臺東縣寧埔國小 962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41號 阿美族 陳楊淑曾

A303 特優 三年級組 翁永馨 女 爬竿的成年禮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國小 963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排灣族 沈佳燕

A304 特優 三年級組 潘欣彤 女 開心的豐年祭 高雄市鳳西國小 830高雄市鳳山區光華東路100號 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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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5 特優 三年級組 石皓壬 男 排灣族傳統婚禮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 903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和平路一段65號 排灣族 陳聿君

A306 特優 三年級組 邱柔熒 女 原住民展 高雄市文府國小 813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山地布農族

A307 特優 三年級組 謝語彤 女 雕刻 高雄市文府國小 813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山地布農族

A308 特優 三年級組 曾友善 女 表演木琴表演 花蓮縣水源國小 972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太魯閣族 陳楊淑曾

A309 特優 三年級組 翁永馨 女 爬竿的成年禮 臺東縣大鳥國小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排灣族 沈佳燕

A310 特優 三年級組 余畢雍 男 山林裡的天籟 臺中市龍井國小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門路51號 布農族 陳庭葳

A401 特優 四年級組 張帥 男 互相送禮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20號 布農族 冼柏源

A402 特優 四年級組 胡霈予 女 泰雅勇士之舞 台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637號 泰雅族 高素珍

A403 特優 四年級組 李珍珍 女 太陽生的子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鄭伊均

A404 特優 四年級組 簡如恩 女 歡樂慶典 桃園巿大溪區田心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文化路120號 泰雅族 游麗雯

A405 特優 四年級組 田雨聆 女 部落的大朋友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太魯閣族 林寧

A406 特優 四年級組 鄭紹其 男 夜獵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鄭伊均

A407 特優 四年級組 信恩妮 女 阿美族豐年祭 台東縣成功鎮成功國小 臺東縣成功鎮太平路28號 阿美族 王詠瓏

A408 特優 四年級組 馬晨皓 男 開心的飛魚祭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小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210號 布農族 金鴻黎

A409 特優 四年級組 吳子荃 男 泰雅族結婚禮俗 臺中巿和平區博屋瑪國小 台中巿和平區達觀里東崎路一段育英巷6號 泰雅族 黃美玲

A410 特優 四年級組 吳尹 女 相親相愛成為一家人 臺中巿和平區博屋瑪國小 台中巿和平區達觀里東崎路一段育英巷6號 泰雅族 黃美玲

A501 特優 五年級組 林珮賢 女 大家一起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小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太魯閣族 李詩云

A502 特優 五年級組 杜蕊 女 五年祭 台東縣台東巿豐田國小 台東縣台東巿中興路四段750號 東魯凱 陳寶玲

A503 特優 五年級組 雅夢有明 女 快樂泰雅小部落 新北巿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巿烏來區啦卡路5號 泰雅族 劉芸柔

A504 特優 五年級組 黃甜芯 女 排灣族婚禮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族 張靜芳

A505 特優 五年級組 曾冠笙ibi 男 聖鳥 高雄巿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巿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族 宋晴晴

A506 特優 五年級組 歐晉 男 五年祭刺福球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族 張靜芳

A507 特優 五年級組 田羽彤 女 舞出布農之美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一鄰2號 布農族 余存仙

A508 特優 五年級組 曾莘澄 女 奶奶的慶豐收回憶 花蓮縣花蓮巿中原國小 花蓮縣花蓮巿中原路531號 阿美族

A509 特優 五年級組 田宗恩 男 Maljeveq 高雄巿林園區林園國小 高雄巿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排灣族 羅予妍

A510 特優 五年級組 高翊軒 男 真柄豐年祭 臺東縣長濱鄉三間國小 臺東縣長濱鄉三間村7鄰16號 阿美族 温怡婷

A601 特優 六年級組 林淳恩I-bu 女 竹生人與石生人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 吳念臻

A602 特優 六年級組 陳羿諺 男 大船下水祭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 譚志遠

A603 特優 六年級組 明啟澤Ci-kim 男 族人的收穫祭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 冼柏源

A604 特優 六年級組 呂天軍 男 大船下水了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 譚志遠

A605 特優 六年級組 孔瑜萱kiuua 女 浪漫的拉奈克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卡那卡那富 吳念臻

A606 特優 六年級組 黃沁 女 刺福球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 譚志遠

A607 特優 六年級組 拉黎樂此˙魯木 女 舞動豐年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43號 阿美 王秀茹

A608 特優 六年級組 余沛穎 女 布農文化表演真讚!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布農 余存仙

A609 特優 六年級組 左子晴 女 排灣魯凱聯姻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 譚志遠

A610 特優 六年級組 壹堯˙叉雅斯 男 抓豬比賽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排灣 譚志遠

A701 特優 國中組 游尚恩 男 汲水器之舞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中學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68號 泰雅 張雅卿

A702 特優 國中組 余欣宸 女 表演與傳承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30號 布農 楊承懿



A703 特優 國中組 李惠安 女 消逝的畫作 桃園市楊梅區瑞坪國民中學 桃園市楊梅區瑞坪里文化街535號 排灣 張凱洋

A704 特優 國中組 顏慶文 男 排灣族下聘的禮隊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中學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二段580號 排灣 劉佳玲

A705 特優 國中組  張曉欣 女 與自然為伍的生活態度:汲水山澗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花蓮縣富里鄉新興村一鄰8號 布農 呂郁芬

A706 特優 國中組 杜梁心瑜 女 排灣之美 臺南市東區後甲國民中學 台南市東平路260號 東排灣 許秀美

A707 特優 國中組 柯家瑜Uli 女 成年禮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街15號 布農 李恆

A708 特優 國中組 黃語箴 女 幸福的排灣婚禮 宜蘭縣羅東鎮東光國民中學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01號 泰雅 潘勁瑞

A709 特優 國中組 林沂臻 女 祈求豐收的播種祭 新竹市東區培英國民中學 新竹市學府路4號 泰雅 黃依婷

A710 特優 國中組 田孟霖 男 守護布農文化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30號 布農 楊承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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