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編號 獎項 組別 姓　名 性別 就讀學校 族籍 作品名稱 備註

B001 優選 幼兒組 黃○恆 男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射日 陳○榆

B002 優選 幼兒組 張○萱 女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一家人烤火趣 王○惠

B003 優選 幼兒組 張○恩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打山豬 王○惠

B004 優選 幼兒組 賴○瑞 男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我的yaki 王○惠

B005 優選 幼兒組 詹○沛 女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滿心期待的烤火趣 潘○如

B006 優選 幼兒組 根○焱 男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賽夏族 賽夏族人保護家人 劉○嚴

B007 優選 幼兒組 王○予 女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卑南族 我愛媽媽 范○莉

B008 優選 幼兒組 金○馨 女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的家 鄭○漢

B009 優選 幼兒組 金○辰 男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布農族人愛動物 范○莉

B010 優選 幼兒組 甘○婕 女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的家庭真可愛 曾○雅

B011 優選 幼兒組 谷○棋 女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媽媽愛baby 鍾○織

B012 優選 幼兒組 幸○ 女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一起去爬山 鍾○織

B013 優選 幼兒組 蔣○揎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捉迷藏 蕭○嵐

B014 優選 幼兒組 吳○喬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親子相聚樂 蕭○嵐

B015 優選 幼兒組 傅○禹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部落婚禮 蕭○嵐

B016 優選 幼兒組 謝○辰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打獵樂趣多 蕭○嵐

B017 優選 幼兒組 孫○箴 女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魯凱族 黑米祭跳圍舞 顏○珍

B018 優選 幼兒組 伍○杰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開心在一起 冼○源

B019 優選 幼兒組 許○各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B020 優選 幼兒組 蔡○恩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私立原苗幼兒園 排灣族 感動與愛 謝○蓉

B021 優選 幼兒組 陳○怡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婚禮 黃○惠

B022 優選 幼兒組 田○恩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跟哥哥射太陽 黃○瑩

B023 優選 幼兒組 高○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祖孫情 黃○惠

B024 優選 幼兒組 武○維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賽德克族 母子情深 黃○惠

B025 優選 幼兒組 蘇○希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射山豬 黃○惠

B026 優選 幼兒組 宋○欣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快樂的布農族 黃○惠

B027 優選 幼兒組 胡○豪 男 臺東縣延平鄉鸞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是布農獵人 王○徽

B028 優選 幼兒組 黃○絜 女
臺東縣臺東市社團法人東台灣幼兒教保專業促

進協會附設臺東縣私立小鯨魚非營利幼兒園
卑南族 我的部落-建和年祭amiyan 陳○秀

B029 優選 幼兒組 王○薇 女 臺東縣延平鄉鸞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布農打獵物語 王○徽

B030 優選 幼兒組 王○樂 女 臺東縣私立蘭恩幼兒園 雅美族 爺爺出海釣魚 邱○惠

B101 優選 一年級 劉○ 男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 排灣族 彩虹的約定 劉○婷

B102 優選 一年級 何○婷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愛媽媽 莊○娟

B103 優選 一年級 全○蕾 女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的射耳祭 何○慧

B104 優選 一年級 林○扉 女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民小學 泰雅族 生活 黃○敏

B105 優選 一年級 吳○斯 男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排灣族 陶壺創生神話 王○品

B106 優選 一年級 郭○汝 女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布農族 拉阿魯哇的貝神祭 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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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7 優選 一年級 顏○愛 女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 魯凱族 和哥哥一起玩遊戲 陳○娥

B108 優選 一年級 葉○明 男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的傳承 謝○芳

B109 優選 一年級 顏○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一起種小米 冼○源

B110 優選 一年級 邱○熒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布農族 越舞越開心 趙○英

B111 優選 一年級 曾○萍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去郊遊 羅○妍

B112 優選 一年級 伍○琦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發芽了耶 冼○源

B113 優選 一年級 陳○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舞動小米 冼○源

B114 優選 一年級 林○凡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辛苦的人 冼○源

B115 優選 一年級 陳○涵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爬樹 陳○玲

B116 優選 一年級 王○妤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愛的溫暖 代代相傳 張○筑

B117 優選 一年級 胡○樂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阿美族 來跳舞 高○煒

B118 優選 一年級 葉○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排灣族 我編的跳繩好好玩 陳○玲

B119 優選 一年級 楊○瑜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愛的小米豐收祭 張○筑

B120 優選 一年級 黃○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和朋友一起玩 陳○玲

B121 優選 一年級 林○典 男 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排灣族 部落慶豐收 韓○麗

B122 優選 一年級 杜○琳 女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的家人 陳○娣

B123 優選 一年級 李○蕾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和姊姊妹妹跳族舞 魏○如

B124 優選 一年級 徐○霖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我在部落聽故事 魏○如

B125 優選 一年級 林○君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和媽媽回部落 魏○如

B126 優選 一年級 蕭○昊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我最愛的故事-射日傳說 余○仙

B127 優選 一年級 周○浩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跳太魯閣族舞 魏○如

B128 優選 一年級 游○君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和姊姊妹妹跳族舞 魏○如

B129 優選 一年級 連○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打獵舞 楊○曾

B130 優選 一年級 艾○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跳舞的哥哥姐姐 楊○曾

B201 優選 二年級 邱○瑞 男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 阿美族 阿美族豐年祭 廖○欣

B202 優選 二年級 林○樂 男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民小學 泰雅族 我喜歡爸爸帶我去狩獵 黃○珍

B203 優選 二年級 江○清 女 南投縣埔里鎮麒麟國民小學 泰雅族 愛的代價 羅○芬

B204 優選 二年級 何○翎 女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排灣婚禮之歌 鄭○云

B205 優選 二年級 林○芮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太陽.月亮.布農族 李○

B206 優選 二年級 潘○成 男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排灣族 心心相連 馬○群

B207 優選 二年級 海○兒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巨人與布農族 李○

B208 優選 二年級 陳○芸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在花園開心跳舞 鄭○均

B209 優選 二年級 張○昕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玩遊戲 趙○英

B210 優選 二年級 張○ 男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布農族 蛇王與女孩的相愛 冼○源

B211 優選 二年級 余○泓 男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 布農族 獵山豬 柯○音

B212 優選 二年級 馮○格 男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排灣族 婚禮進行曲 趙○英

B213 優選 二年級 楊○慶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泰雅族 阿嬤幫我洗澡 羅○妍

B214 優選 二年級 曾○希 女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大家來跳舞 趙○英

B215 優選 二年級 羅○杰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VUVU教我唱母語童謠 方○玉

B216 優選 二年級 劉○馨 女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 排灣族 把島喜~大家一起來 陳○涵

B217 優選 二年級 余○善 男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 排灣族 百年好合 陳○涵

B218 優選 二年級 郭○玉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養的豬寶貝 陳○珠



B219 優選 二年級 羅○齊 男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魯凱族 黑米祭分享族人的愛 陳○君

B220 優選 二年級 張○魁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阿美族 部落的收穫祭 沈○燕

B221 優選 二年級 陳○欣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阿美族 我是阿美族 陳○珠

B222 優選 二年級 周○恩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與動物玩耍 楊○曾

B223 優選 二年級 潘○均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排灣族 迪娜(媽媽)與我 歐○伶

B224 優選 二年級 謝○得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溪邊抓魚 黃○美

B225 優選 二年級 高○堂 男 花蓮縣私立海星小學 泰雅族 騎車獵鳥去 孫○華

B226 優選 二年級 馬○恩 男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布農族 椿麻糬 陳○娣

B227 優選 二年級 蘇○妍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奶奶織布 黃○美

B228 優選 二年級 王○軒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愛與舞動 陳○旭

B229 優選 二年級 徐○時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生火煮飯 楊○曾

B230 優選 二年級 呂○婷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小嬰兒 楊○曾

B301 優選 三年級 林○安 男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阿美族 外婆和我一起參加豐年祭 高○○容

B302 優選 三年級 巫○那 男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 泰雅族 快樂的抓魚 張○玲

B303 優選 三年級 林○樂 男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泰雅族 奶奶的泰雅傳說 陳○伶

B304 優選 三年級 許○行 男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泰雅族 泰雅露營烤肉 吳○芬

B305 優選 三年級 陳○薇 女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泰雅族 快樂採桃慶豐收 黃○超

B306 優選 三年級 江○萱 女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 泰雅族 夜間打獵 陳○伶

B307 優選 三年級 黃○ 男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 泰雅族 Mama Yumin 黃○超

B308 優選 三年級 葉○煦 男 臺大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 泰雅族 Yaki 蕭○嵐

B309 優選 三年級 楊○正 男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媽媽和我們玩「一二三、木頭人」 林○蓵

B310 優選 三年級 史○玉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布農族 開開心心的布農族女孩 王○仁

B311 優選 三年級 林○予 男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民小學 泰雅族 狩獵 黃○敏

B312 優選 三年級 吳○雅 女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 魯凱族 生命的愛 簡○鴻

B313 優選 三年級 楊○淇 男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阿美族 和大自然做朋友 趙○英

B314 優選 三年級 林○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勇敢射日 冼○源

B315 優選 三年級 林○雯 女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 阿美族 和爸爸盪秋千 許○承

B316 優選 三年級 胡○杰廷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布農族 爸爸教我和弟弟打獵 羅○妍

B317 優選 三年級 孔○汝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鄒族 雷公的青蛙 冼○源

B318 優選 三年級 李○呈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森林裡的獵人 冼○源

B319 優選 三年級 林○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祖先智慧 冼○源

B320 優選 三年級 柯○瑞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我們的約定 冼○源

B321 優選 三年級 黃○熏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排灣族 一起來跳勇士舞 達○○○˙○○克

B322 優選 三年級 巴○加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B323 優選 三年級 達○○○･○倫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莊○良

B324 優選 三年級 蔡○岑 女 台東縣台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卑南族 豐年祭後我和我的家人 徐○縈

B325 優選 三年級 高○彤 女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卑南族 卑南族婚禮 陳○蒨

B326 優選 三年級 徐○妤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排灣族 傳統揹婚 沈○燕

B327 優選 三年級 蘇○凡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殺豬準備祭祀 黃○美

B328 優選 三年級 詹○婕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森巴賀豐年 黃○美

B329 優選 三年級 楊○艾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感恩祈福祭 楊○曾

B330 優選 三年級 蘇○ 女 花蓮縣花蓮市海星國民小學 阿美族 原住民部落在跳迎賓舞 黃○賢



B401 優選 四年級 張○紅 女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 阿美族 在織布的母親 廖○欣

B402 優選 四年級 楊○頤 男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泰雅族 滿載魚歸 張○卿

B403 優選 四年級 梁○真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泰雅族 祖孫情 蕭○嵐

B404 優選 四年級 孫○築 男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 阿美族 求婚 蕭○嵐

B405 優選 四年級 吳○婕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曲冰．我的家 林○蓵

B406 優選 四年級 李○伊 女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阿美族 織布的奶奶 陳○合

B407 優選 四年級 曾○捷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阿美族 和姐姐一起跳舞 羅○妍

B408 優選 四年級 潘○昕 男 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小學 排灣族 木雕師 范○芳

B409 優選 四年級 曾○珍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回部落參加祭典 羅○妍

B410 優選 四年級 林○龍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百步蛇的新娘 吳○臻

B411 優選 四年級 陳○婷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不能砍的樹 吳○臻

B412 優選 四年級 高○恩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圍起歌舞 吳○臻

B413 優選 四年級 陳○昊 男 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 排灣族 木藝相傳 鄭○敏

B414 優選 四年級 梁○堯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勇士舞 陳○雄

B415 優選 四年級 陳○柱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博愛分校 阿美族 感動心祭典 愛在豐年祭 王○玲

B416 優選 四年級 杜○恩 男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排灣族 排灣族娶新娘 張○月

B417 優選 四年級 孫○容 女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阿美族 豐年祭 余○莉

B418 優選 四年級 李○祐 男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長老的族人 陳○靜

B419 優選 四年級 左○晴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Vuvu說故事：部落的遷徙 譚○遠

B420 優選 四年級 尤○○･○○瑙 女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婚禮的祝福 譚○遠

B421 優選 四年級 張○恩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卑南族 射箭比賽 陳○玲

B422 優選 四年級 何○穎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卑南族 射箭好好玩 陳○玲

B423 優選 四年級 蕭○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排灣族 豐年慶 張○月

B424 優選 四年級 蕭○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排灣族 部落娶新娘 張○月

B425 優選 四年級 蘇○凡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勇士 黃○美

B426 優選 四年級 葉○柔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阿美族 原住民愛與勇氣 林○祥

B427 優選 四年級 連○馨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跳舞狂歡 楊○曾

B428 優選 四年級 達○○○･○嘎 男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 阿美族 打獵 黃○淵

B429 優選 四年級 陳○晶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搗米祭祀 陳○嘉

B430 優選 四年級 田○柔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學太魯閣族舞 魏○如

B501 優選 五年級 古○廷 男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泰雅族 歷史傳承 楊○華

B502 優選 五年級 林○臻 女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泰雅族 和祖靈一起跳舞 黃○雅

B503 優選 五年級 張○皓 男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泰雅族 豐收季 潘○佑

B504 優選 五年級 林○恩 男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 泰雅族 快樂的一家人 蕭○嵐

B505 優選 五年級 幸○傑 男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狩獵HO!HO!HO! 洪○興

B506 優選 五年級 林○欣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破曉時刻的成年禮 林○蓵

B507 優選 五年級 謝○豪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穿山甲的愛 冼○源

B508 優選 五年級 林○心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女孩與蛇王的愛 冼○源

B509 優選 五年級 明○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的結晶 冼○源

B510 優選 五年級 黃○恩 女 高雄市大樹區小坪國民小學 阿美族 打山豬的勇士 王○維

B511 優選 五年級 柯○順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成長 冼○源

B512 優選 五年級 陳○涵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祖靈你在哪? 冼○源



B513 優選 五年級 李○峻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用愛編織 冼○源

B514 優選 五年級 凌○馨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傳承 高○堯

B515 優選 五年級 郭○儒 男 屏東縣牡丹鄉牡丹國民小學 排灣族 母女的山蘇園 江○玉

B516 優選 五年級 資○○○˙○○○了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女出嫁 洪○玲

B517 優選 五年級 林○庭 女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美麗的新娘 陳○玲

B518 優選 五年級 陳○毓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阿美族 阿美族慶豐年 張○珊

B519 優選 五年級 林○諺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帥氣的新郎 陳○玲

B520 優選 五年級 馮○敬 男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豐慶之舞 蔡○婷

B521 優選 五年級 陳○誼 女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博愛分校 阿美族 祖孫情的感動與愛 王○玲

B522 優選 五年級 孫○予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排灣族 盪來幸福的鞦韆 翁○蓮

B523 優選 五年級 陳○恩 女 花蓮縣花蓮市東華大學附小 阿美族 原住民樂趣多 鍾○怡

B524 優選 五年級 張○貞 女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製作竹筒飯 蔡○玲

B525 優選 五年級 鐘○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奶奶教我木琴 任○葳

B526 優選 五年級 羅○琦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部落之愛 任○葳

B527 優選 五年級 陳○云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一起唱歌跳舞的好朋友 余○仙

B528 優選 五年級 張○威 男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期待族人來共襄盛舉最歡樂 陳○傑

B529 優選 五年級 林○瑮 女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阿美族 Patakit(敬酒) 黃○鈴

B530 優選 五年級 邱○恩 女 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我們的靈鳥-繡眼畫眉 江○蓉

B601 優選 六年級 趙○玖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慶功宴 余○仙

B602 優選 六年級 廖○慧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織布 陳○嘉

B603 優選 六年級 陽○瑜 女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虔誠的祈禱 陳○嘉

B604 優選 六年級 陳○均 男 花蓮縣私立海星小學 阿美族 熱情邦查勇士 黃○賢

B605 優選 六年級 尤○嫣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布農族 愛的綿延 歐○伶

B606 優選 六年級 仲○○翎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烤山豬 楊○曾

B607 優選 六年級 吳○琦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感恩祭跳舞 楊○曾

B608 優選 六年級 李○主 男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一對夫妻 陳○嘉

B609 優選 六年級 林○卿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大船下水 陳○玲

B610 優選 六年級 胡○謙 男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阿美族  豐年祭 高○煒

B611 優選 六年級 詹○評 男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卑南族 部落的衝突 陳○妤

B612 優選 六年級 成○諄 女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感恩婚慶 成○興

B613 優選 六年級 林○墨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達悟勇士 陳○玲

B614 優選 六年級 高○諾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排灣族 捧著連杯的婚禮 沈○燕

B615 優選 六年級 謝○宇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魯凱族 慶豐收 陳○玲

B616 優選 六年級 李○恩 男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愛與感動 吳○富

B617 優選 六年級 陳○郎 男 高雄市六龜區龍興國民小學 排灣族 母親與我 陳○君

B618 優選 六年級 曾○仲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阿美族 祭典傳承 羅○妍

B619 優選 六年級 林○翎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賽夏臀鈴 吳○瑤

B620 優選 六年級 柯○婷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分享 吳○瑤

B621 優選 六年級 陳○蓁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黑熊對雲豹的愛 吳○瑤

B622 優選 六年級 曾○翔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團結抗核 吳○瑤

B623 優選 六年級 曾○軒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和妹妹一起跳舞 羅○妍

B624 優選 六年級 葉○靈 女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 排灣族 感恩"祭"在一起 張○珊



B625 優選 六年級 李○儇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矮靈祭 吳○瑤

B626 優選 六年級 全○柔 女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 布農族 榮耀歸來 洪○興

B627 優選 六年級 李○華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小勇士的闖關活動 林○蓵

B628 優選 六年級 吳○涵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聽阿嬤說故事 林○蓵

B629 優選 六年級 梁○珊 女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泰雅族 待嫁泰雅少女 蕭○嵐

B630 優選 六年級 李○曄 女 新竹縣光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泰雅族 泰雅阿嬤 翡○○信

B701 優選 國中 林○傑 男 苗栗縣竹南鎮大同高中附設國民中學 賽德克族 編織 邱○燕

B702 優選 國中 幸○良 男 苗栗縣銅鑼鄉文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正在織布的族人 潘○凱

B703 優選 國中 朱○賢 男 苗栗縣頭份市興華國民中學 賽夏族 盼･望 王○芬

B704 優選 國中 邱○祥 男 苗栗縣銅鑼鄉文林國民中學 賽德克族 賽德克舞蹈 潘○凱

B705 優選 國中 幸○辰 男 苗栗縣銅鑼鄉文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八部合音 潘○凱

B706 優選 國中 古○瑤 女 台中市大雅區大華國民中學 排灣族 舞豐年 鐘○閔

B707 優選 國中 伯○○蓁 女 臺南市北區民德國民中學 排灣族 平凡生活就是簡單的幸福 郭○瑜

B708 優選 國中 蔡○宇 女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中學 阿美族 家人與太陽 魏○超

B709 優選 國中 柯○岑 女 臺南市北區民德國民中學 排灣族 打獵後的歡呼 郭○瑜

B710 優選 國中 顏○興 男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中學 阿美族 八部合音 魏○超

B711 優選 國中 高○怡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快樂歌舞 冼○源

B712 優選 國中 林○ 男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巴冷公主 冼○源

B713 優選 國中 許○心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大地之母 冼○源

B714 優選 國中 陳○柔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布農族 聽的到的愛 冼○源

B715 優選 國中 林○薰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往事回首 冼○源

B716 優選 國中 高○忻 女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中學 鄒族 勇士與獵犬 冼○源

B717 優選 國中 劉○○苹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Akokay~海洋 冼○源

B718 優選 國中 林○安 男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聽~土地的聲音 冼○源

B719 優選 國中 巴○臻 女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中學 魯凱族 魯凱豐年祭 鐘○枝

B720 優選 國中 武○樂 女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中學 魯凱族 感動 黃○瑩

B721 優選 國中 利○喬 女 屏東縣屏東市明正國民中學 排灣族 祖孫情 賴○卉

B722 優選 國中 李○柔 女 屏東縣高樹鄉高泰國民中學 魯凱族 感動的婚禮 溫○儒

B723 優選 國中 鄭○甫 男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中學 卑南族 basibas少年年祭 張○宇

B724 優選 國中 杜○ 男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太魯閣族 射日傳說 林○瑜

B725 優選 國中 吳○穎 女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國民中學 阿美族 傳承 徐○豪

B726 優選 國中 金○芊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驅疫儀式 楊○曾

B727 優選 國中 林○婷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布農乎拉斯賓娜與吉娜 楊○曾

B728 優選 國中 李○詠 男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阿美族 打屁股 楊○曾

B729 優選 國中 盧○宇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阿美族 海祭 楊○曾

B730 優選 國中 田○宇 男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布農族 傳承射耳 楊○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