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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項 組別 姓　名 性別 族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學校住址 電話

指導教師

(只填一人)

A001 特優 幼兒園組 陳亞瑟 男 泰雅族 小米田的動一動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學附設幼兒

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A002 特優 幼兒園組 楊語晴 女 阿美族 參加豐年祭 花蓮縣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170號 03-8264624 周淑惠

A003 特優 幼兒園組 楊庭凱 男 太魯閣族 豐年祭 花蓮縣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170號 03-8264624 高雅慧

A004 特優 幼兒園組 黃昱翔 男 阿美族 我的部落生活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A005 特優 幼兒園組 陳柏均 男 阿美族 阿美族豐年祭-共舞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A006 特優 幼兒園組 謝偉祥 男 卡那卡那富族 一起在小米田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學附設幼兒

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顏雪玲

A007 特優 幼兒園組 賴柏少 男 阿美族 阿美族勇士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A008 特優 幼兒園組 顏曾家樂 男 布農族 照顧小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學附設幼兒

園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A009 特優 幼兒園組 呂妍希 女 太魯閣族 美麗的太魯閣公主 花蓮縣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A010 特優 幼兒園組 馬 駽 女 布農族 射日傳說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黃如瑩

A101 特優 一年級組 杜宣恩 女 布農族 辛苦收成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A102 特優 一年級組 正慈薇 女 太魯閣族 山中祭典 花蓮縣花蓮市海星國民小學 花蓮市永興路21號 03-8225407 陳宣蓉

A103 特優 一年級組 何宇森 男 阿美族 勇士高歌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二街20號 03-8601228 德菲∙韶瑪

A104 特優 一年級組 胡宇航 男 太魯閣族 射箭勇士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03-8441358 陳姵瑜

A105 特優 一年級組 戴芳伊 女 排灣族 恭喜新郎新娘結婚啦!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49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A106 特優 一年級組 高于辰 男 太魯閣族 捕魚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03-8441358 陳姵瑜

A107 特優 一年級組 林采瑄 女 排灣族 pinaiwanan a ziyan 表演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49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A108 特優 一年級組 高星禾 男 阿美族 參加豐年祭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二街20號 03-8601228 德菲∙韶瑪

A109 特優 一年級組 武承安 男 賽德克族 好友同樂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03-8441358 陳姵瑜

A110 特優 一年級組 陳雅撒 男 泰雅族 快樂種小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A201 特優 二年級組 林宥廷 男 泰雅族 達悟族船祭祭典 苗栗縣苗栗市僑育國民小學 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 037-335582 蔡美珠

A202 特優 二年級組 陳穎婕 女 阿美族 慶豐年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學士路30號 03-8811029 邱麗雯

A203 特優 二年級組 周祈樂 男 排灣族 夜晚的烤肉聚會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49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A204 特優 二年級組 尤慕絲˙沙撒 女 泰雅族 泰雅勇士雕像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313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0鄰116號 03-5841633#15 邱柏謙

A205 特優 二年級組 林語恩 女 布農族 部落的煙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吳琪瑤

A206 特優 二年級組 田 昊 男 布農族 捕獵兇惡的山豬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民小學 546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平等巷114號 049-2925114 徐珮雯

A207 特優 二年級組 朱紹恩 男 排灣族 釣空酒瓶比賽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高雅琴

A208 特優 二年級組 黃逸萱 女 阿美族 部落姐姐跳哈嗨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962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41號 089-801082 陳楊淑曾

A209 特優 二年級組 李昊宸 男 阿美族 阿公的捕魚祭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962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41號 089-801082 陳楊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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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 特優 二年級組 張黃泓豪 男 阿美族 阿美族捕魚祭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民小學 954臺東縣卑南鄉利嘉村666號 陳佳淇

A301 特優 三年級組 張心慈 女 泰雅族 小小鼻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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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66707 嚴予廷

A302 特優 三年級組 吳怡希 女 排灣族 歡樂慶典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國民小學 653雲林縣口湖鄉港東村民主路15號 05-7971188 陳彥汝

A303 特優 三年級組

Langus

Ismahasan

林昕葇

女 布農族 大洪水傳說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A304 特優 三年級組 謝 馨 女 泰雅族 泰雅捕獵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313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0鄰116號 03-5841633#15 吳桂芬

A305 特優 三年級組 陳隆隆 男 太魯閣族 勇敢的小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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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66707 嚴予廷

A306 特優 三年級組 潘婕庭 女 排灣族 Salama 音樂!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49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A307 特優 三年級組 許妤恩 女 排灣族 盪鞦韆的新婚夫婦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963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沈佳燕

A308 特優 三年級組 高杰恩 男 太魯閣族 打山豬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038-570781 陳楊淑曾

A309 特優 三年級組 黃沐恩 女 泰雅族 歡慶狩獵豐收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424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二段天輪巷42號 04-25941184 蕭如嵐

A310 特優 三年級組 高橋恩 女 拉阿魯哇族 保護女孩的穿山甲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A401 特優 四年級組 潘冠語 男 賽夏族 psSta'ay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353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19鄰118號 037-823385 高鍾佩容

A402 特優 四年級組 潘愛真 女 排灣族 部落裡的生活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900屏東市自立路213號 08-7229210 孫雅芳

A403 特優 四年級組 馬昀真 女 布農族 豐年祭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542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210號 049-2362007 金鴻黎

A404 特優 四年級組 陳心怡 女 卑南族 歡樂的舞蹈 臺東縣台東市豐年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三段320號 089-226733 許律涵

A405 特優 四年級組 朱傳于容 女 賽夏族 從巴斯達隘看見賽夏4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830高雄市鳳山區光華東路100號 07-7417655 吳玫君

A406 特優 四年級組 陳 蒔 男 阿美族 豐年祭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970花蓮市中原路531號 03-8333547 無

A407 特優 四年級組 林宛萱 女 太魯閣族 部落設計師 花蓮縣花蓮市景美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A408 特優 四年級組 蘇蕭宇恩 男 阿美族 豐年祭˙回家 花蓮縣花蓮市慈濟大學附設國民小學 970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介仁街178號 03-8578819#443 陳永芯

A409 特優 四年級組 李詩筠 女 太魯閣族 熱鬧的祭典 花蓮縣花蓮市景美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A410 特優 四年級組 許忠誠 男 太魯閣族 部落服裝店 花蓮縣花蓮市景美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A501 特優 五年級組 黃承彥 男 卑南族 卑南少年的草猴祭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324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95號 03-4579213 劉印純

A502 特優 五年級組 胡智心 女 布農族 穿上漂亮族服參加祭典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982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陳凱琳

A503 特優 五年級組 林奐岑 女 卑南族 活力卑南歡樂情
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博愛路345號 089-322047 無

A504 特優 五年級組 陳品蓁 女 阿美族 豐年祭 臺東縣台東市寶桑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四維路二段23號 089-322807 林若涵

A505 特優 五年級組 全謝恩 女 布農族 部落家族的聚餐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高平巷77號 049-2791723 洪佳興

A506 特優 五年級組 全家韌 男 布農族 成長的祝福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高平巷77號 049-2791723 洪佳興

A507 特優 五年級組 潘鈺茹 女 泰雅族 難忘的甩髮舞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 545南投縣埔里鎮西康路127號 049-2982034#022 林穎蓵

A508 特優 五年級組 羅品灔 女 排灣族 pupucekelj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412臺中市大里區現岱路60號 04-24834568 蔡慧瑩

A509 特優 五年級組 胡博勝 男 魯凱族 大南村豐年祭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324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95號 03-4579213 林雨潔

A510 特優 五年級組 田瑜婕 女 布農族 留住部落美好時光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982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陳凱琳



A601 特優 六年級組 林千菏 女 拉阿魯哇族 熱鬧的豐年祭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 973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03-8520209 李詩云

A602 特優 六年級組 趙建宇 男 布農族 傳承文化之美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982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陳順傑

A603 特優 六年級組 豆苡瑄 女 賽夏族 部落風情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 35149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80號 037-665905#3008 魏慶發

A604 特優 六年級組 楊威太 男 排灣族 嘿唷!嘿唷!一起蓋石板屋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83249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A605 特優 六年級組 丁維程 男 排灣族 奮力向上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964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216 譚志遠

A606 特優 六年級組 利威廉 男 排灣族 大船下水囉!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964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216 譚志遠

A607 特優 六年級組 馬晨皓 男 阿美族 阿美族捕魚祭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542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210號 049-2362007 金鴻黎

A608 特優 六年級組 張卉琦 女 布農族 Ngan-最美的祝福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982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余存仙

A609 特優 六年級組 陳恩圻 女 阿美族 美食的製作 臺東縣台東市豐年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三段320號 089-226733 許律涵

A610 特優 六年級組 張容萁 男 阿美族 野豬奇遇記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 973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03-8520209 李詩云

A701 特優 國中組 陳語涵 女 布農族 舊部落˙kauamuku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 恆

A702 特優 國中組 歐尤伊凡 男 泰雅族 山林悠遊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學 232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3316482 邱園庭

A703 特優 國中組 楊子頤 男 泰雅族 竹筒飯的記憶 桃園市中壢區東興國民中學 320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25號 03-4583500 張雅卿

A704 特優 國中組
Ｃｉｋｉｍ

明啟澤
男 排灣族 毛蟹祭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 恆

A705 特優 國中組 高　敔 男 排灣族 小米的傳說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中學 324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１６８號 03-4601407 張雅卿

A706 特優 國中組 曾莘澄 女 阿美族 今晚加菜 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970花蓮市林政街７號 03-8323847 無

A707 特優 國中組 潘珩昕 男 排灣族 達悟情˙勇士魂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國民中學 80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１２號 07-2223036 李承芳

A708 特優 國中組
孔瑜萱

Ｋｉｕｕａ
女 卡那卡那富族 傳承˙分享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84247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４２號 07-6612605 湯凱鈞

A709 特優 國中組 李權佑 男 排灣族 城市獵人 臺東縣台東市新生國民中學 95053臺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６４１巷６４號 089-229121#404 李平和

A710 特優 國中組 張歆幼 女 排灣族 排灣族海祭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中學 421臺中市后里區中眉路１６９號 04-25562409 紀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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