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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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佳作 幼兒園組 鄭偲琪 女 泰雅族 我家門前有小河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16號 03-9517441 邱欣怡
C002 佳作 幼兒園組 林子杰 男 阿美族 Tatata romowad to kita a 新北市立永和幼兒園民生分班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431-1號2樓 02-29254694 吳貞慧
C003 佳作 幼兒園組 金禾熙 女 布農族 搗米、跳舞慶豐收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黃如瑩
C004 佳作 幼兒園組 管主亭 女 泰雅族 打獵去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中區和平區東關路二段天輪巷42號 04-25941184#261 蕭如嵐
C005 佳作 幼兒園組 高詩絜 女 泰雅族 部落種花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劉經嚴
C006 佳作 幼兒園組 黃澄忻 女 賽德克族 我會採苧麻給Payi織布 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玉里鎮三民里118號 03-8841183#27 柯秀宇
C007 佳作 幼兒園組 高羽彤 女 賽夏族 paSta'ay拉芒草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李俊志
C008 佳作 幼兒園組 根梓芯 女 賽夏族 幸福時刻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根月英
C009 佳作 幼兒園組 李庭臻 女 阿美族 豐年祭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170號 038-264624 周淑惠
C010 佳作 幼兒園組 胡楪 女 泰雅族 泰雅族小公主與小王子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C011 佳作 幼兒園組 朱佩雯 女 太魯閣族 遇蛇記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C012 佳作 幼兒園組 田荓 男 泰雅族 看！Tapusquan飛來飛去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1鄰2號 03-8841359 黃如瑩
C013 佳作 幼兒園組 林希 女 布農族 兄妹情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C014 佳作 幼兒園組 風昊恩 男 賽夏族 感謝祖靈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劉經嚴
C015 佳作 幼兒園組 風宇傑 男 賽夏族 我和爸爸的幸福時光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根月英
C016 佳作 幼兒園組 張瑞晞 女 泰雅族 祈禱豐收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中區和平區東關路二段天輪巷42號 04-25941184#261 蕭如嵐
C017 佳作 幼兒園組 余珌諾 女 布農族 英勇的布農小射手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中市龍井區龍西里龍門路51號 04-26397131#770 陳庭葳
C018 佳作 幼兒園組 王艾琳 女 阿美族 布農族的送子鳥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村1鄰12號 03-8841350 王惠美
C019 佳作 幼兒園組 鄧宇翔 男 太魯閣族 抓魚樂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C020 佳作 幼兒園組 高庭馨 女 泰雅族 在部落採香菇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205 李俊志
C021 佳作 幼兒園組 鍾捷羽 男 太魯閣族 太魯閣頭目與勇士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33號 03-8562620#750.751 黃麗惠
C022 佳作 幼兒園組 楊寧恩 女 泰雅族 唱傳統歌謠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中區和平區東關路二段天輪巷42號 04-25941184#261 蕭如嵐
C023 佳作 幼兒園組 汪艾莉 女 鄒族 Lalaksu郊遊烤肉趣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國民小學附設幼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3鄰52號 05-2511128 湯雅婷
C024 佳作 幼兒園組 何玉聖 男 布農族 我跟爸爸去打獵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54號 049-2832482 胡翃禎
C025 佳作 幼兒園組 田君昊 男 布農族 小幫手 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附設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村5鄰新鄉路80號 049-2831591 林美俐
C026 佳作 幼兒園組 謝宸愷 男 卑南族 卑南族年祭 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臺東市豐盛路12-1號 089-359262 蔡秀鵞
C027 佳作 幼兒園組 全佳佑 男 布農族 我的部落壁畫 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附設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村5鄰新鄉路80號 049-2831591 伍心梅
C028 佳作 幼兒園組 谷妡鈅 女 布農族 部落的好朋友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4號 049-2741325#127 鍾錦織
C029 佳作 幼兒園組 安晞瑋 男 鄒族 傻瓜獵人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國民小學附設幼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3鄰52號 05-2511128 湯雅婷
C030 佳作 幼兒園組 全予忞 女 布農族 聖誕節真熱鬧 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附設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村5鄰新鄉路80號 049-2831591 林美俐
C031 佳作 幼兒園組 全芷柔 女 布農族 彩虹屋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4號 049-2741325#127 蕭以賢
C032 佳作 幼兒園組 方苡倩 女 鄒族 鄒族女孩戲水趣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國民小學附設幼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3鄰52號 05-2511128 湯雅婷
C033 佳作 幼兒園組 鍾雨妍 女 排灣族 大家來跳山地舞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育英路2號 08-7851553 周美麗
C034 佳作 幼兒園組 吳嘉妡 女 阿美族 麻糬與山豬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村1鄰5-2號 089-862371 郭婷婷
C035 佳作 幼兒園組 塗駿逸 男 魯凱族 一起來射箭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學幼兒園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1之2號 08-7961997 唐曉倪
C036 佳作 幼兒園組 柳馨語 女 排灣族 爸爸媽媽的族服結婚照 屏東縣潮州鎮海星幼兒園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3號 08-7883544 鍾淑芬
C037 佳作 幼兒園組 林晨希 女 卑南族 卑南族慶典 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臺東市豐盛路12-1號 089-359262 蔡秀鵞
C038 佳作 幼兒園組 金薴恩 女 布農族 我和阿公去打獵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4號 049-2741325#127 蕭以賢
C039 佳作 幼兒園組 江愷裕 男 魯凱族 黑米田傳情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多納巷1-2號 07-6801178 顏秀珍
C040 佳作 幼兒園組 朱禹非 男 排灣族 Vu Vu 去打獵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育英路2號 08-7851553 周美麗
C041 佳作 幼兒園組 陳舒云 女 阿美族 阿美族的帽子很漂亮 臺東縣成功鎮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東縣成功鎮太平路28號 089-854634 林美慧
C042 佳作 幼兒園組 甘于葳 女 布農族 布農公主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54號 049-2832482 胡翃禎
C043 佳作 幼兒園組 王依珊 女 排灣族 採收小米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屏東縣春日鄉土文村土文路65號 08-8790018 黃宣慈
C044 佳作 幼兒園組 黎外.谷孟 男 阿美族 豐年祭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鹿寮路31號 08-9551172 葉詩柔
C101 佳作 一年級組 劉允兒 女 排灣族 我最愛的法蒂瑪聖母堂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街43號 04-24367042 劉雅婷
C102 佳作 一年級組 連珅 男 太魯閣族 跳舞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038-570781 陳楊淑曾
C103 佳作 一年級組 陳奕佑 男 阿美族 射魚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月眉3段24號 03-8631011 周汝姿
C104 佳作 一年級組 賴少倫 男 泰雅族 泰雅風情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里中坑路中坑巷41號 04-25874992 蕭如嵐
C105 佳作 一年級組 陸依萱 女 賽夏族 忙碌的族人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朱廷璽
C106 佳作 一年級組 李家豪 男 阿美族 射小山豬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月眉3段24號 03-8631011 周汝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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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7 佳作 一年級組 古恬馨 女 泰雅族 松羅-我的部落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松羅南巷88號 03-9801025 鄭靜芳
C108 佳作 一年級組 陳靜 女 阿美族 阿美族豐年祭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 02-27915870
C109 佳作 一年級組 陳畇蓁 女 阿美族 唱歌的阿美族公主 花蓮縣花蓮市海星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永興路21號 03-8225407 陳宣蓉
C110 佳作 一年級組 高禾芩 女 賽德克族 我的部落我的家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民小學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160號 03-3115578 徐巧玲
C111 佳作 一年級組 蘇靚.達冰 女 太魯閣族 我是太魯閣小織女 花蓮縣花蓮市海星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永興路21號 03-8225407 陳宣蓉
C112 佳作 一年級組 潘東逸 男 阿美族 烤山豬囉！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林喜慈
C113 佳作 一年級組 伍愷曦 女 布農族 美麗的bunun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10 04-25941154 伍聖馨
C114 佳作 一年級組 李延廷 男 賽德克族 弓箭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72號 03-8883514 高智勇
C115 佳作 一年級組 林沖 男 布農族 我自己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72號 03-8883514 高智勇
C116 佳作 一年級組 宋恩耀 男 阿美族 原住民勇士和阿美族打米器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月眉3段24號 03-8631011 周汝姿
C117 佳作 一年級組 何育樂 男 泰雅族 部落生活趣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民小學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16號 03-9517441 鄭慈韻
C118 佳作 一年級組 李葳涔 女 阿美族 小勇士對抗大酋長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月眉3段24號 03-8631011 周汝姿
C119 佳作 一年級組 馬阡華 女 賽德克族 巨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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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41358 陳珮瑜
C120 佳作 一年級組 陳以恩 女 阿美族 Amis wawa 437部落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437號 02-29035355 張淑芬
C121 佳作 一年級組 陳禹彤 女 阿美族 豐年祭快樂來跳舞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林喜慈
C122 佳作 一年級組 陸依伶 女 賽夏族 蛇鞭來了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朱廷璽
C123 佳作 一年級組 高可慧 女 賽夏族 黃昏下的paSta'ay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朱廷璽
C124 佳作 一年級組 張昊允 男 阿美族 Amis捕撈淡水魚後之家族慶 宜蘭縣蘇澳鎮永樂國民小學 宜蘭縣蘇澳鎮永樂路1號 03-9962840#16 劉玢
C125 佳作 一年級組 風廷恩 男 賽夏族 狩獵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朱廷璽
C126 佳作 一年級組 高雨潔 女 賽夏族 paSta'ay下的星空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朱廷璽
C127 佳作 一年級組 賴威呈 男 阿美族 我的部落 臺東縣成功鎮三仙國民小學 臺東縣成功鎮基翬路16號 089-851960 劉美怡
C128 佳作 一年級組 邱又宥 女 排灣族 原住民舞蹈與生活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一巷39號 08-8771455 魏志強
C129 佳作 一年級組 鍾弘栩 男 阿美族 豐年祭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國民小學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路200號 07-3701359 成婕妮
C130 佳作 一年級組 李玥嫻 女 排灣族 耶！勇士之珠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路87巷55號 089-322672 李采蓉
C131 佳作 一年級組 劉瑾瑜 女 泰雅族 我的部落.我的情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03號 07-3348199 余姿慧
C132 佳作 一年級組 黃羅昱程 男 太魯閣族 祖靈祭 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 屏東縣東港鎮長春二路15號 08-8324927 許惠英
C133 佳作 一年級組 黃予恩 女 阿美族 一起來跳汎札萊 臺東縣臺東市岩灣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岩灣路50巷401弄11號 089-223415 陳嘉誼
C134 佳作 一年級組 賴語潔 女 阿美族 快樂的鄒族人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國民小學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三鄰74號 05-2513014 鄭佩茜
C135 佳作 一年級組 林秝妃 女 排灣族 回姆姆家編花環 臺東縣臺東市南王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726號 089-223203 高雅筑
C136 佳作 一年級組 陳語晴 女 排灣族 歐海央歌手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葉秋娟
C137 佳作 一年級組 江雅孟 女 布農族 小米田的故事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38 佳作 一年級組 伍德嵐 女 布農族 跳舞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63號 049-2701340 張婷婷
C139 佳作 一年級組 許子姷 女 卑南族 男孩子的少年祭 臺東縣臺東市南王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726號 089-223203 高雅筑
C140 佳作 一年級組 江朵菈 女 布農族 部落慶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葉秋娟
C141 佳作 一年級組 杜佳恩 女 布農族 家人間的對話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42 佳作 一年級組 王羽恩 男 排灣族 歡樂盪鞦韆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葉秋娟
C143 佳作 一年級組 方涔曦 女 布農族 小米啊小米快快長大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44 佳作 一年級組 林佑恩 男 布農族 同心協力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45 佳作 一年級組 賴宇莫 男 布農族 打獵趣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46 佳作 一年級組 劉名硯 男 阿美族 我眼中朗讀冠軍的姊姊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35號 07-2235181 曹珮華
C147 佳作 一年級組 古麥星塵 女 泰雅族 射箭時光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楊岱芸
C148 佳作 一年級組 林以聖 男 排灣族 豐年祭-勇士舞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葉秋娟
C149 佳作 一年級組 呂千熙 女 阿美族 看姐姐練習表演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國民小學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41號 089-801082 陳楊淑曾
C150 佳作 一年級組 李萌 女 排灣族 弟弟誕生了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民小學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51號 08-8791263 洪雅玲
C151 佳作 一年級組 石奇洛 男 鄒族 勇士獵山豬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國民小學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16號 05-2511087 周佩均
C152 佳作 一年級組 方恩憫 男 布農族 愛我部落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63號 049-2701340 張婷婷
C201 佳作 二年級組 吉昌盛 男 鄒族 部落風情-我生氣了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54號 049-2831506 王俊仁
C202 佳作 二年級組 葉筑顥 男 排灣族 男孩宇取水拉車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高雅琴
C203 佳作 二年級組 徐晨昊 男 東排灣族 射箭練習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國民小學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23號 07-5715133 盧瑜萱
C204 佳作 二年級組 翁拿雙 女 排灣族 涼山部落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58號 07-5553086#8202 李品慧
C205 佳作 二年級組 沈振宇 男 排灣族 古樓部落儀式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育英路2號 08-7851553 周美麗
C206 佳作 二年級組 陳宇皓 男 排灣族 學射箭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民小學 屏東縣泰武鄉潭中巷45號 08-7833179 朱鵷瑾
C207 佳作 二年級組 羅珊珊 女 阿美族 化裝舞會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國民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路145巷61弄2號 089-323353 謝惠珍



C208 佳作 二年級組 巴欣緹 女 排灣族 喝交杯酒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劉婉如
C209 佳作 二年級組 連邵祥 男 排灣族 排灣男孩和家人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高雅琴
C210 佳作 二年級組 路森樂樂曼 女 排灣族 唱母語歌謠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劉婉如
C211 佳作 二年級組 陳芯庭 女 排灣族 參觀-小米收割後的處理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高雅琴
C212 佳作 二年級組 楊恩裡 男 阿美族 慶豐年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臺東縣成功鎮成廣路8號 089-871109 胡志賢
C213 佳作 二年級組 鄭囈恩 女 阿美族 豐年祭來了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中正北路二段35號 03-8872642 陳玉娣
C214 佳作 二年級組 陳綵羚 女 布農族 在小米田遊玩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崙天18號 03-8846058 錢宜芳
C215 佳作 二年級組 魏宜浩 男 泰雅族 泰雅神鳥希利克的盛宴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70巷32號 02-29353123 傅美玲
C216 佳作 二年級組 夏芙恩達瑪 女 布農族 射耳大賽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村117號 03-7982804 呂惠萍
C217 佳作 二年級組 曾榆絜 女 排灣族 搗小米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民小學 屏東縣泰武鄉潭中巷45號 08-7833179 朱鵷瑾
C219 佳作 二年級組 吳瑜芯 女 排灣族 唱母語歌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劉婉如
C220 佳作 二年級組 洪韋 男 布農族 騎著老鷹找獵物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國民小學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平等巷114號 049-2925114 徐珮雯
C221 佳作 二年級組 王雅弗 男 排灣族 唱母語歌謠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劉婉如
C222 佳作 二年級組 王千碩 男 排灣族 慶祝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劉婉如
C223 佳作 二年級組 林安琪 女 排灣族 小米田趕小鳥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高雅琴
C224 佳作 二年級組 劉靚 女 排灣族 洛神花和我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 楊文棟
C225 佳作 二年級組 陳于瑄 女 阿美族 豐年祭大慶典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臺東縣成功鎮成廣路8號 089-871109 周裕弘
C226 佳作 二年級組 羅葦葦 女 排灣族 獵人爸爸回家囉！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村
C227 佳作 二年級組 陳主平 女 魯凱族 來為我們慶祝！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8鄰113號 089-702257 李婉婷
C228 佳作 二年級組 劉馨妤 女 排灣族 VuVu家的樹 屏東縣來義鄉南河國民小學 屏東縣來義鄉南河村51號 08-8791263 陳威呈
C229 佳作 二年級組 司奕勳 男 布農族 愛在疫情蔓延時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63號 049-2701340 撒菲‧伊詩
C230 佳作 二年級組 許恩瑜 女 太魯閣族 跟動物跳舞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C231 佳作 二年級組 高欣卉 女 太魯閣族 祖孫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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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41358  陳羽涵
C232 佳作 二年級組 張芷寧 女 阿美族 歡樂豐年祭 花蓮縣花蓮市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 花蓮縣花蓮市永安街100號 03-8222344 林淑華
C233 佳作 二年級組 黃潤妃 女 泰雅族 快樂山林我的家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5鄰59號 03-5847200 黃志超
C234 佳作 二年級組 林苡晞 女 泰雅族 我們的祖靈祭 新竹縣竹東鎮上館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399號 03-5103777 張福英
C235 佳作 二年級組 王楷威 男 阿美族 海岸山脈上的老鷹飛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村月眉三段24號 03-8631011 劉淑娟
C236 佳作 二年級組 王晨凝 女 阿美族 豐年祭真美好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民小學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光華二街180號 03-8421611 劉妙珮
C237 佳作 二年級組 鄧詠琳 女 太魯閣族 感恩祭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038-570781 陳楊淑曾
C238 佳作 二年級組 余畢有 男 布農族 「豬」您幸福！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 臺中市龍井區龍西里龍門路51號 04-26397131 陳庭葳
C240 佳作 二年級組 陳筱霏 女 泰雅族 Atayal 傳說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1鄰25號 03-5841501 黃郁淳
C241 佳作 二年級組 黃聖文 男 賽德克族 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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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41358  陳羽涵
C242 佳作 二年級組 黃采絜 女 泰雅族 歡樂烤山豬肉的聚會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新竹縣東區興學街106號 03-5222153 吳德貞
C243 佳作 二年級組 蘇祥安 男 太魯閣族 爸爸是神射手 花蓮縣卓溪鄉歷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陳羽涵
C244 佳作 二年級組 蘇若婕 女 太魯閣族 Happy time 花蓮縣卓溪鄉歷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9鄰90號 陳羽涵
C245 佳作 二年級組 劉 靜 女 泰雅族 家人釣魚樂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1鄰25號 03-5841501 孫琪薇
C246 佳作 二年級組 葉日方 男 泰雅族 泰雅小勇士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267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10-9號 03-9801172 何姿瑩
C247 佳作 二年級組 張煥宇 男 泰雅族 獵人與山豬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367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松羅南巷88號 03-9801025 蕭怡娟
C248 佳作 二年級組 王子荌 男 泰雅族 阿公教我打獵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1鄰25號 03-5841501 林軒如
C249 佳作 二年級組 江昕諭 女 阿美族 參加豐年祭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國民小學 974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二街20號 03-8601228 高韻軒
C250 佳作 二年級組 鍾兆騏 男 太魯閣族 打獵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972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03-570781 陳楊淑曾
C251 佳作 二年級組 錢姿云 女 賽夏族 來我家游泳吧!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東河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252 佳作 二年級組 章雅喬 女 賽夏族 祝福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東河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253 佳作 二年級組 黃睿凱 男 太魯閣族 我和樹林的小動物跳舞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村89號 03-8771574 洪○○
C254 佳作 二年級組 宋湘慈 女 阿美族 彩虹下的豐年祭 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970花蓮縣花蓮市國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林喜慈
C255 佳作 二年級組 胡安雲 女 魯凱族 除草祭 桃園縣中壢市林森國民小學 320 03-4579213 王佳萱
C301 佳作 三年級組 連霓昊 男 排灣族 排灣族獵人 屏東縣來義鄉南河國民小學 屏東縣來義鄉南河村51號 08-8791263 陳威呈
C302 佳作 三年級組 高鼎鈞 男 卑南族 少年勇士 臺東縣台東市知本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知本路三段107號 089-512234 高雅玟
C303 佳作 三年級組 蔡岳霖 男 卑南族 Alabakya 趕走霉運迎接新 臺東縣台東市南王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更生北路726號 089-223203 卓奕婷
C304 佳作 三年級組 劉宣佐 男 阿美族 射箭練習大賽 臺東縣台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29號 089-350879 陳思妤
C305 佳作 三年級組 高睿妍 女 排灣族 我的季節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沈佳燕
C307 佳作 三年級組 張心菱 女 排灣族 部落裡的工作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鄰12號 089-791530 沈佳燕
C310 佳作 三年級組 高婕 女 阿美族 我和奶奶一同歌唱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國民小學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永豐7鄰16號 089-931149#104 古又文



C311 佳作 三年級組 潘宥福 男 排灣族 熱鬧的收穫祭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屏東縣屏東市自立路213號 08-7229210 王孟貞
C312 佳作 三年級組 史潔恩 女 布農族 想像與恐懼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73號 049-2831327 司慈聖
C313 佳作 三年級組 吳達亥 男 布農族 天上的大太陽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C314 佳作 三年級組 張爟 男 布農族 布農風情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金岳路2號 03-9981636 陳靜枝
C315 佳作 三年級組 Salizan 男 布農族 射日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C316 佳作 三年級組 江益帆 女 布農族 射耳祭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國民小學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1鄰大浦1號 089-862923 林美君
C317 佳作 三年級組 Mulas 女 布農族 希望的紅嘴黑鵯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C318 佳作 三年級組 李宇宸 男 阿美族 家園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 臺東縣卑南鄉泰安村6號 089-381418 潘則伃
C319 佳作 三年級組 吳子茗 男 泰雅族 打獵趣 臺中市和平區博烏瑪國民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一段育英巷6號 04-25911487 黃玉霞
C321 佳作 三年級組 柳欣羽 女 泰雅族 泰雅族的美麗文化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070號 03-2203012 陳家麗
C322 佳作 三年級組 郭懷恩 男 泰雅族 泰雅日常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金岳路2號 03-9981633 陳靜枝
C323 佳作 三年級組 Aping 女 布農族 貓頭鷹的祝福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冼柏源
C324 佳作 三年級組 杜敬翔 男 排灣族 penanaq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07-2625450 羅予妍
C325 佳作 三年級組 王名汕 男 布農族 烤肉囉！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國民小學 臺東縣延平鄉武陵村明野路16號 089-551249 閔家玉
C326 佳作 三年級組 王羽燕 女 排灣族 唱母語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郭思彤
C327 佳作 三年級組 夏翊熙 男 布農族 狩獵的布農男子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4號 04-92791263#12 張英豪
C328 佳作 三年級組 鍾羽喬 女 阿美族 豐年祭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中福21號 089-811447 張明珠
C329 佳作 三年級組 王芊允 女 排灣族 母語歌謠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郭思彤
C330 佳作 三年級組 陳雅旋 女 阿美族 快樂跳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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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331 佳作 三年級組 蔡佳琪 女 葛瑪蘭族 來看我們的表演喔！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謝芳蓮
C332 佳作 三年級組 林葦萱 女 太魯閣族 快樂舞會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謝芳蓮
C333 佳作 三年級組 陳忻彤 女 阿美族 快樂的跳舞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謝芳蓮
C334 佳作 三年級組 吳星霈 女 阿美族 ina的織布和月桃編織 新北市汐止區長安國民小學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80號 02-86480944 施茂智
C335 佳作 三年級組 邱歆 女 布農族 螢火蟲的光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路72號 03-8883514 周靜媛
C336 佳作 三年級組 高于蓁 女 賽夏族 上山打獵 新竹縣五峰鄉花園國民小學 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8鄰174號 03-5851091#20 謝美玲
C337 佳作 三年級組 謝霏 女 泰雅族 泰雅女勇士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0鄰116號 03-5841633#15 吳桂芬
C338 佳作 三年級組 林珈甄 女 撒奇拉雅族 快樂的勇士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福光街277巷1號 03-8561395 謝芳蓮
C339 佳作 三年級組 金紘任 男 太魯閣族 打山豬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111號 038-570781 陳楊淑曾
C340 佳作 三年級組 連卉恩 女 阿美族 美麗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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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41359 余彥蓉
C341 佳作 三年級組 黃鈺威 男 泰雅族 彩虹下的快樂之舞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5鄰59號 03-5847200 黃志超
C342 佳作 三年級組 高雨涵 女 賽夏族 一起搭帳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343 佳作 三年級組 黃玥梅 女 阿美族 快樂的阿美族女孩兒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路72號 03-8883514 周靜媛
C401 佳作 四年級組 潘姿羽 女 阿美族 阿美慶豐收 臺東縣池上鄉大坡國民小學 臺東縣池上鄉慶豐87號 089-862664 張琬琪
C402 佳作 四年級組 林肯 男 排灣族 哇賽的勇士舞 屏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33號 08-8831005#15 蔡霜琴
C403 佳作 四年級組 潘恩豪 男 魯凱族 射箭 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一接40號 089-382402 蘇育宣
C404 佳作 四年級組 陳亮穎 女 阿美族 阿美族勞動的日常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42號 07-5820042 曹瑞琪
C405 佳作 四年級組 郭宇帆 男 雅美族 我的部落-飛魚季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村17號 089-732129 周家輝
C406 佳作 四年級組 馬夏恩 男 布農族 部落風情-布農射日傳說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54號 049-2831506 王俊仁
C407 佳作 四年級組 胡黃揚升 女 布農族 臺東縣台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更生路45號 0978-539539 張釋月
C408 佳作 四年級組 石侑蓁 女 邵族 邵族鞦韆季 南投縣魚池鄉伊達邵國民小學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中正路211巷1號 049-2850441 江美利
C409 佳作 四年級組 伍瑪修 男 布農族 部落的一天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63號 049-2701340 戴君惠
C410 佳作 四年級組 王宇彤 女 布農族 去玩水的樂趣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88號 07-6891728#12 王凱恩
C411 佳作 四年級組 羅愛 女 魯凱族 養小雞的vuvu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高雄市金峰鄉正興村105號 089-781583 楊維洋
C412 佳作 四年級組 潘瑜彣 女 山地阿美族 搗麻糬的豐年祭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58號 07-5553086 陳慈貞
C413 佳作 四年級組 江麥妲琳 女 排灣族 排灣族迎親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屏東縣青山村民族巷9號 08-7962493 黃義舜
C414 佳作 四年級組 潘亞米 女 阿美族 大豐收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682號 03-8223208 林文英
C415 佳作 四年級組 許悅 女 阿美族 撒奇拉雅女孩唱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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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416 佳作 四年級組 周承俊 男 太魯閣族 部落的織布大師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C417 佳作 四年級組 黃柔婷 女 阿美族 歡樂的阿美族部落生活 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民小學 花蓮縣吉安鄉村東里11街83號 03-8528720 陳嘉志
C418 佳作 四年級組 林沛語 女 泰雅族 泰雅風情畫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金岳路2號 03-9981636 陳靜枝
C419 佳作 四年級組 邱紫綺 女 阿美族 部落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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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420 佳作 四年級組 胡書祐 男 布農族 爺爺說打獵故事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 張靜芳
C421 佳作 四年級組 邱兆宏 男 排灣族 排灣族的收穫祭狩獵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 張靜芳



C422 佳作 四年級組 李紹淮 男 排灣族 小米收穫祭打獵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 張靜芳
C423 佳作 四年級組 高郁晴 女 阿美族 阿美族運動會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1號 089-781687 張靜芳
C424 佳作 四年級組 陳妍伊 女 卑南族 歡樂豐年祭 臺東縣台東市知本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知本路三段107號 089-512234 許淑媚
C425 佳作 四年級組 邱睿 男 布農族 打耳祭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 臺東縣池上鄉中華路17號 089-862017 邱信瑋
C426 佳作 四年級組 吳睿迪 男 排灣族 勇士打獵去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屏東縣屏東市自立路213號 08-7229210 孫雅芳
C427 佳作 四年級組 余俊祥 男 布農族 布農族烤肉 臺東縣海睿鄉錦屏國民小學 臺東縣海睿鄉廣原村錦屏1號 089-861762 江欣平
C428 佳作 四年級組 黃羽 女 東排灣族 豐收祭 臺東縣台東市豐榮國民小學 臺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154巷150號 089-323353 林妙蓁
C429 佳作 四年級組 江道學 男 布農族 小米豐收啦！ 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臺東縣關山鎮中華路101號 089-811012 鄭惠珮
C430 佳作 四年級組 夏茂棠 男 排灣族 外祖母與她的朋友（相談甚 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 屏東縣潮州鎮華嚴街1號 08-7889466 鄭伊真
C431 佳作 四年級組 陳巧熙 Wuni 女 排灣族 獵人狩獵去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屏東縣三地門鄉行政街9號 08-7991462 金念茹
C432 佳作 四年級組 李晏語 女 泰雅族 彩虹的故事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0鄰116號 03-8541633#15 陳貝旻
C433 佳作 四年級組 張霖 男 泰雅族 泰雅排球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0鄰116號 03-8541633#15 陳貝旻
C434 佳作 四年級組 吳雨心 女 阿美族 族人刺豬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國民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福壽路10號 04-25981510 余茹帆
C435 佳作 四年級組 簡予澤 男 泰雅族 快樂的打獵日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436 佳作 四年級組 林靜萱 女 阿美族 男人們打山豬 女人們跳跳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64號 03-8781021 鄭長媛
C437 佳作 四年級組 劉晨希 女 太魯閣族 部落愛的禮讚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682號 03-8223208 林文英
C438 佳作 四年級組 葉昫 女 泰雅族 泰美印記傳說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10-9號 03-9801172 何姿瑩
C439 佳作 四年級組 蔡心菲 女 排灣族 圍舞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國民小學 臺中市和平區福壽路10號 04-25981510 余茹帆
C440 佳作 四年級組 高孝祖 男 泰雅族 跟著泰雅阿嬤種菜的歡樂時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441 佳作 四年級組 高逸勳 男 泰雅族 跟爸爸打獵趣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442 佳作 四年級組 林瑀辰 男 太魯閣族 媽媽是織布大師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12號 03-8266707 嚴予廷
C443 佳作 四年級組 徐志光 男 泰雅族 帥氣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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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44 佳作 四年級組 范鈺瑄 女 阿美族 快樂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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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445 佳作 四年級組 根誠焱 男 賽夏族 牽起和樂的曲線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446 佳作 四年級組 林宥豪 男 泰雅族 原住民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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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47 佳作 四年級組 絲乙恬 女 賽夏族 我的部落我的情 苗栗縣頭份市永貞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市永貞路一段335號 037-623290 游筱懿
C448 佳作 四年級組 李弦 女 泰雅族 泰雅繽紛森林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449 佳作 四年級組 陳予恩 女 阿美族 美好的日子 Eangcalay a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路531號 03-8333547 余欣穎
C450 佳作 四年級組 錢彥彤 男 賽夏族 幸福聚會所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501 佳作 五年級 闇世昌 男 排灣族 鼻笛爺爺(VuVu) 屏東縣立武潭國民小學 921屏東縣泰武鄉潭中巷45號 08-7833179 田智慧

C502 佳作 五年級
哈利路˙塔

吉斯巴那嗯
男 布農族 追山豬的獵人 高雄縣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98號 07-6891728#12 王凱恩

C503 佳作 五年級 陳允深 男 排灣族 山豬的噩夢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 964541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2巷49號 089-791135 卓奕婷
C504 佳作 五年級 潘博崴 男 排灣族 夕陽下紅藜田裡的母子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民族巷9號 08-7962493 黃義舜
C505 佳作 五年級 李嘉珍 女 布農族 小鬼湖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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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恆
C506 佳作 五年級 毛姝淇 女 邵 族 邵族捕魚 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國民小學 546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村24號 049-2802572 王雅筑
C507 佳作 五年級 洪裕恩 男 泰雅族 全家一起去砍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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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08 佳作 五年級 蔡妤芯 女 排灣族 Ina自己設計的排灣族傳統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33號 08-8831008#15 蔡霜琴
C509 佳作 五年級 林泳橙 女 排灣族 撿蝸牛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33號 08-8831008#15 蔡霜琴

C511 佳作 五年級
韶雅妤˙伊

書麻里
女 排灣族 結婚時的琉璃珠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33號 08-8831008#15 蔡霜琴

C512 佳作 五年級 潘 怡 女 排灣族 排灣族刺福球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民族巷9號 08-7962493 黃義舜
C513 佳作 五年級 周宇帆 女 排灣族 盪鞦韆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 964541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2巷49號 089-791135 溫巧盈
C514 佳作 五年級 胡忻霏 女 布農族 布農族射耳祭 臺東縣台東市復興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鐵花路87巷55號 089-322672 林怡伶
C515 佳作 五年級 葉 忻 女 排灣族 快樂的跳舞 臺東縣台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950台東市中興路四段750號 089-3800345#12 陳寶玲
C516 佳作 五年級 馮珍熙 女 排灣族 小米收穫祭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民小學 92242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51號 08-8791263 陳威呈
C517 佳作 五年級 呂恩熙 女 阿美族 採紅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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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8 佳作 五年級 周僑恩 女 卑南族 在草原上吹鼻笛 臺東縣卑南鄉東成國民小學 954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村班鳩92號 陳素敏
C519 佳作 五年級 潘柏叡 男 排灣族 勇士刺球 臺東縣台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29號 089-350879 蔡依婷
C520 佳作 五年級 曾苡妃 女 排灣族 抽煙斗的VuVu 臺東縣金峰鄉公達國民小學 964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105號 089-781583 楊維洋
C521 佳作 五年級 邱莉淇 女 卑南族 神鹿與公主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806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00號 07-8212448 林雅祺
C522 佳作 五年級 盧子晏 男 排灣族 勇士的獵場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 964541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2巷49號 089-791135 卓奕婷
C523 佳作 五年級 毛可寧 女 賽德克族 苧麻節的木琴表演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村1鄰12號 03-8841350 余淑貞



C524 佳作 五年級 楊忠仁 男 鄒 族 慶豐年~鄒族小米祭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民小學 605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78號 05-2513015 無
C525 佳作 五年級 胡岑琳 女 布農族 小米慶豐收 臺東縣延平鄉鸞山國民小學 953臺東縣延平鄉鸞山汆1鄰14號 089-568027 簡惠璟
C526 佳作 五年級 王馨妍 女 阿美族 我們一起歡樂一起跳舞 臺東縣台東市康樂國民小學 950臺東縣台東市路一段256號 089-266613#14 林孟蕾
C528 佳作 五年級 菜心瑜 女 泰雅族 美麗的誓約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529 佳作 五年級 林紫瑄 女 阿美族 豐年祭唱歌跳舞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 977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64號 03-8781021 鄭衷媛
C530 佳作 五年級 吳又宣 女 排灣族 鞦韆上的誓約 桃園市中壢區有得國民小學 320桃園市中壢區長春一路288賀 03-4522789 黃智增
C531 佳作 五年級 邱欣茹 女 泰雅族 幸福的部落生活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532 佳作 五年級 高採鈺 女 泰雅族 與祖靈的對話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533 佳作 五年級 吳恩澤 男 太魯閣族 播種的paiy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979花蓮縣萬榮鄉89號 03-8771574 戴念華
C534 佳作 五年級 根昱菲 女 賽夏族 來烤山豬吧!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邱郁慈
C535 佳作 五年級 林浩丞 男 太魯閣族 成為真正的勇士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979花蓮縣萬榮鄉89號 03-8771574 戴念華
C536 佳作 五年級 風雲程 男 賽夏族 勇士們抓芒草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徐嘉葭
C537 佳作 五年級 曾友善 女 太魯閣族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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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38 佳作 五年級 蕭仁昊 男 布農族 烤肉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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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441359 余存仙
C539 佳作 五年級 林 喬 女 泰雅族 泰雅神木慶典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540 佳作 五年級 陳品華 男 阿美族 海祭的男人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 977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64號 03-8781021 鄭衷媛
C541 佳作 五年級 劉 遵 男 排灣族 佳平部落青年會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民小學 406臺中市北屯區軍和街43號 04-24367042 劉雅婷
C542 佳作 五年級 柯子晴 女 太魯閣族 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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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43 佳作 五年級 賴彥丞 男 阿美族 叔叔去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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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544 佳作 五年級 胡芷寧 女 阿美族 阿美都崙(阿美麻糬) 花蓮縣花蓮市明恥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41號 03-8222231 蔡佳玲
C545 佳作 五年級 夏芮伊 女 泰雅族 我的泰雅一家人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267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松羅南巷88號 03-9801415 吳修明
C546 佳作 五年級 許家澤 男 阿美族 阿美族表哥的成年禮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學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425號 03-4563830 呂宛儒
C547 佳作 五年級 邱紹恩 男 泰雅族 守護山海的勇士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548 佳作 五年級 張 祈 男 阿美族 山谷裡的杵音 花蓮縣花蓮市明恥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41號 03-8222231 蔡佳玲
C549 佳作 五年級 朱立維 男 賽夏族 與ta'ay跳舞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邱郁慈
C550 佳作 五年級 鍾羿凡 男 太魯閣族 聽奶奶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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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51 佳作 五年級 李恩典 男 太魯閣族 阿美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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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韻軒
C552 佳作 五年級 陳嘉璇 女 阿美族 無題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15鄰興鶴路112-9號 0921-247314 無
C601 佳作 六年級 胡澤源 男 排灣族 抓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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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02 佳作 六年級 胡建宇 男 賽德克族 打獵後的烤肉盛會 南投縣仁愛鄉德鹿谷國民小學 546南投縣仁愛鄉德鹿谷村莎都部落一巷23號 洪國翔
C603 佳作 六年級 信恩妮 女 阿美族 阿美族海祭 臺東縣成功鎮成功國民小學 961台東縣成功鎮太平路28號 089-851021 王○○
C604 佳作 六年級 潘運成 男 排灣族 我的捲髮VuVu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 813高雄市左營區海功東路2號 07-5834501 林佳逸
C605 佳作 六年級 舒彥熙 男 排灣族 獵人與VuVu對話 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2號 07-2365763 李雪蓉
C606 佳作 六年級 李晨君 女 排灣族 原住民織布 雲林縣崙背鄉豐榮國民小學 637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21號 05-6552006 呂得安
C607 佳作 六年級 高雨涵 女 排灣族 排灣族編織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947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35號 08-8811045 李幸娟
C608 佳作 六年級 鄭紹其 男 布農族 達悟族捕魚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846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秉勳
C609 佳作 六年級 杜劭安 男 排灣族 刺福球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莊健良
C610 佳作 六年級 洪方萱 女 排灣族 婚禮鞦韆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947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35號 08-8811045 李幸娟
C611 佳作 六年級 林岑姿 女 排灣族 收穫祭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國民小學 965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學府路7號 089-791458#15 塗月珍
C612 佳作 六年級 許願 男 阿美族 孤單的排灣女孩 臺東縣台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950台東市中興路四段750號 089-380345#12 陳寶玲
C613 佳作 六年級 李恩潔 女 阿美族 阿美族的慶典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國民小學 959台東縣東河鄉東河村16鄰35號 089-896160 李宜璁
C614 佳作 六年級 馬聖喆 男 布農族 地底下的奈伊谷崙人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國民小學 957台東縣海端鄉崁頂村中福21號 藍麗真
C615 佳作 六年級 曾若妤 女 阿美族 豐收的季節 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國民小學 963台東縣太麻里鄉美和遵90號 089-512487 廖偉強
C616 佳作 六年級 鐘佳君 女 排灣族 五年祭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947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35號 08-8811045 李幸娟
C617 佳作 六年級 方宇晟 男 阿美族 稻浪的電光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國民小學 956臺東縣關山鎮電光里中興93號 089-951142 沈敏慧
C618 佳作 六年級 石妤玟 女 拉阿魯哇族 貝神祭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140號 吳英秀
C619 佳作 六年級 許子彤 男 排灣族 婚禮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947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35號 08-8811045 李幸娟
C620 佳作 六年級 李秉駿 男 排灣族 專心的雕刻的部落藝術工作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65號 08-7956495 莊健良
C621 佳作 六年級 曹廉恩 男 排灣族 勇敢的獵人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 922屏東縣來義鄉望嘉村165號 08-7981383 黃皓哲
C622 佳作 六年級 胡珈臻 女 布農族 我的獵人爺爺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956臺東縣關山鎮中華路101號 089-811012 陳泳惠
C623 佳作 六年級 潘羿璇 女 排灣族 陶壺的祝福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民族巷9號 08-7962493 黃義舜
C624 佳作 六年級 朱愉恩 女 阿美族 台東部落食尚 臺東縣台東市豐源國民小學 950台東市中華路四段392號 089-322063 張美玲
C625 佳作 六年級 嚴恩妤 女 阿美族 豐年祭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國民小學 961臺東縣成功鎮信義里都歷路58號 089-841029 林美慧



C626 佳作 六年級 莊蕙恩 女 泰雅族 校慶運動會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 424臺中市和平區中興路三段環山三巷35號 04-25802204 劉郁婷
C627 佳作 六年級 莊妤晴 女 排灣族 刺球活動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 407臺中市西屯區工業38路198號 04-23591469 無
C628 佳作 六年級 江洪闈 男 布農族 歌謠比賽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中正北路二段35號 03-8872642 陳玉娣
C629 佳作 六年級 金翊恩 男 泰雅族 部落彩虹橋 新北市烏來區德拉楠民族實驗國民小 23342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56號 02-26616124#201 馬謙愛
C630 佳作 六年級 古珊妮 女 泰雅族 難忘的一刻 新竹縣竹東鎮大同國民小學 吳欣倫
C631 佳作 六年級 李欣岳 女 泰雅族 織布的彩虹 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國民小學 336桃園市復興區 陳佳鈺
C637 佳作 六年級 洪宇翔 男 太魯閣族 織出美麗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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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38 佳作 六年級 黃予恩 女 太魯閣族 等待男人下山的婦女們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979花蓮縣萬榮鄉89號 03-8771574 戴念華
C639 佳作 六年級 高佑琳 女 泰雅族 織福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640 佳作 六年級 高雨欣 女 賽夏族 抓到山豬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陳儀靜
C641 佳作 六年級 林 瓏 女 阿美族 阿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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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42 佳作 六年級 賴楷翔 男 泰雅族 去打獵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民小學 267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16號 03-9517441 蔡宜君
C643 佳作 六年級 方皓然 男 太魯閣族 我的名字叫勇士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682號 03-8223208 林文英
C644 佳作 六年級 邱相君 女 泰雅族 開心的泰雅遊戲日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645 佳作 六年級 高莫拉 女 泰雅族 泰雅文化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 35346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3鄰132號 037-823423 陳儀靜
C646 佳作 六年級 黃靜希 女 阿美族 表哥來跳舞!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中正北路二段35號 03-8872642 陳玉娣
C647 佳作 六年級 阿紀˙魯木 男 阿美族 時代的變遷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977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9鄰打港口43號 03-8781037 王亭婷
C648 佳作 六年級 田康甯 女 太魯閣族 狩獵的獵人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979花蓮縣萬榮鄉89號 03-8771574 戴念華

C649 佳作 六年級
雅比斯˙內

梵
女 泰雅族 旋轉吧!幸福之舞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劉芸柔

C650 佳作 六年級 田雨聆 女 太魯閣族 部落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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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01 佳作 國 中 吳偉國 男 排灣族 排灣族婚禮 屏東縣高泰國民中學 960屏東縣高樹鄉產業路225號 08-795607 劉婉如
C702 佳作 國 中 邱心怡 女 布農族 布落日常 台東縣鹿野鄉鹿野國民中學 950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光榮路38號 089-551076 黃寶齡
C703 佳作 國 中 洪語然 男 排灣族 永恆的證明 屏東縣高泰國民中學 960屏東縣高樹鄉產業路225號 08-795607 劉婉如
C704 佳作 國 中 張璽恩 女 排灣族 小鬼湖之戀 台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中學 台東縣大武鄉復興路1號 089-791023#15 陳桂美
C705 佳作 國 中 孫金凱傑 男 排灣族 我懷念的五年祭 台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中學 台東縣大武鄉復興路1號 089-791023#15 陳桂美
C706 佳作 國 中 陳宇晨 女 排灣族 攜手相傳排灣之美 屏東縣私立美和中學國中部 91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學人鹿323號 08-7792045 劉婉如
C707 佳作 國 中 曾誠勳 男 布農族 女人島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 恆
C708 佳作 國 中 趙承恩 男 布農族 10年後的男沙魯 高雄市那瑪夏區那瑪夏國民中學 849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171號 07-6301813#42 曾秋月
C709 佳作 國 中 柯家瑞 男 布農族 布農-摔角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 恆
C710 佳作 國 中 謝偉豪 男 卡那卡那富族 工作的快樂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15號 07-6776031 李 恆
C711 佳作 國 中 王子昕 女 排灣族 希望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中學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03-9882412 無
C712 佳作 國 中 江如莛 女 泰雅族 傳承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邱園庭
C713 佳作 國 中 蔡冠佑 男 排灣族 我的部落我的情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中學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03-9882412 無
C714 佳作 國 中 陳 杰 男 阿美族 祭山神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中學 978花蓮縣瑞穗鄉成功北路18號 03-8873111#24 林嫣琳
C715 佳作 國 中 宋潔涵 女 阿美族 阿嬤、媽媽、妹妹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981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30號 03-8882054 潘良泓
C716 佳作 國 中 陳以潔 女 阿美族 我們的慶典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中學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03-9882412 無
C717 佳作 國 中 陳海音 女 太魯閣族 琴聲傳情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中學 971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143號 03-8263911 蔡佳玲
C718 佳作 國 中 鄧恩綺 女 太魯閣族 部落婚禮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中學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03-9882412 無
C719 佳作 國 中 黃羿潔 女 阿美族 豐年祭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中學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03-9882412 無
C720 佳作 國 中 陳亮蓁 女 泰雅族 Yaki的故鄉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邱園庭
C721 佳作 國 中 林佑安 男 泰雅族 在跳舞的阿嬤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233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5號 02-26616482 邱園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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