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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特優 幼兒組 鍾○佑 男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我愛勇士yaba 林○敏

A002 特優 幼兒組 賴○天 男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我的勇士yaba保護我 林○敏

A003 特優 幼兒組 戴○晴 女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泰雅族 泰雅公主跳舞吧! 林○敏

A004 特優 幼兒組 謝○曦 男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阿美族 和爸爸一起玩 蕭○嵐

A005 特優 幼兒組 甘○爾 男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鄒族 感動與愛 邱○珊

A006 特優 幼兒組 全○恩 男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我愛動物 范○莉

A007 特優 幼兒組 何○岑 女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感動與愛 邱○珊

A008 特優 幼兒組 許○荷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大家來玩吧! 冼○源

A009 特優 幼兒組 林○凡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附設幼兒園 布農族 老師我愛妳 冼○源

A010 特優 幼兒組 余○佑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太魯閣族 烤山豬 楊○曾

A101 特優 一年級 邱○淇 女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卑南族 和爸媽一起跳舞 林○

A102 特優 一年級 謝○彤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公主 蔡○淇

A103 特優 一年級 舒○綸 女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排灣族 大家來跳舞 林○

A104 特優 一年級 伍○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一起種小米 冼○源

A105 特優 一年級 顏○芸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小米的感動 冼○源

A106 特優 一年級 林○霞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灑下愛的種子 冼○源

A107 特優 一年級 呂○杰 男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和山豬一起玩 楊○曾

A108 特優 一年級 伊○杰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抓蛇 黃○美

A109 特優 一年級 江○云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大合唱 楊○曾

A110 特優 一年級 陳○ 女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民小學 阿美族 媽媽教我跳舞 梁○琦

A201 特優 二年級 許○勳 男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阿美族 灌籃高手 許○宜

A202 特優 二年級 李○耀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人與兩個太陽 李○

A203 特優 二年級 吳○潔 女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 排灣族 婚禮上的表演 方○玉

A204 特優 二年級 陳○翔 男 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 排灣族 舞動豐年 徐○玉

A205 特優 二年級 胡○媗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快樂舞蹈 黃○美

A206 特優 二年級 孫○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一家人玩水烤肉 黃○美

A207 特優 二年級 徐○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我的部落最美麗 黃○美

A208 特優 二年級 朱○蓉 女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媽媽送我織布機 魏○如

A209 特優 二年級 洪○翔 男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我愛家人愛族人 魏○如

A210 特優 二年級 林○緣 男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 排灣族 結婚的盪鞦韆 沈○燕

A301 特優 三年級 張○軒 女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阿美族 母親的懷抱 賴○智

A302 特優 三年級 洪○星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讓我來吧 冼○源

A303 特優 三年級 潘○昕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排灣族 歡樂頌 王○伶

A304 特優 三年級 陳○序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勇士的傳承 歐○伶

A305 特優 三年級 武○怡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結婚 黃○美

A306 特優 三年級 柯○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快樂搗米去 黃○美

A307 特優 三年級 周○蓁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布農族 與家人的野外的時光 歐○伶

A308 特優 三年級 包○琪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織布 楊○曾

A309 特優 三年級 邱○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殺雞 黃○美

A310 特優 三年級 蘇○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唱聖歌 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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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1 特優 四年級 林○卉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全家一起參加祭典 羅○妍

A402 特優 四年級 温○慧 女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採茶趣 楊○鳳

A403 特優 四年級 孔○萱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甩出感動 吳○臻

A404 特優 四年級 林○菲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排灣族的結婚典禮 吳○臻

A405 特優 四年級 李○庭 女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做呵拉馬 楊○曾

A406 特優 四年級 高○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抓豬 黃○美

A407 特優 四年級 武○昕 女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迎娶美嬌娘 黃○美

A408 特優 四年級 孫○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布農族 巴拉告新體驗 黃○美

A409 特優 四年級 黃○恩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賽德克族 快樂做早操 黃○美

A410 特優 四年級 杜○祥 男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排灣族 拔河 黃○美

A501 特優 五年級 莊○芯 女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阿美族 感動的豐年祭 高○○容

A502 特優 五年級 何○芸 女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的幸福時刻 林○蓵

A503 特優 五年級 陳○涵 女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認真的男人 冼○源

A504 特優 五年級 李○恩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布農族 麻雀恩 冼○源

A505 特優 五年級 潘○諶 男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待出嫁的女兒 羅○妍

A506 特優 五年級 李○郡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卑南族 哥哥和我一起搬重重的檳榔 羅○妍

A507 特優 五年級 蕭○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HO!HO!HO!勇敢有愛的布農獵人 余○仙

A508 特優 五年級 黃○甯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在愛中健康長大 余○仙

A509 特優 五年級 田○馨 女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彩虹橋旁的演奏 陳○晃

A510 特優 五年級 高○凱 男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 阿美族 美麗的姐姐 陳○玲

A601 特優 六年級 李○宜 女 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 阿美族 魯凱族的婚禮 楊○珍

A602 特優 六年級 李○臻 女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 排灣族 家族聚會 羅○妍

A603 特優 六年級 謝○杰 男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小學 卡那卡那富族 穿山甲救美女 吳○瑤

A604 特優 六年級 彭○○沙 男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魯凱族 吹鼻笛的爺爺 曾○芸

A605 特優 六年級 胡○尹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祖孫情 余○仙

A606 特優 六年級 林○薈 女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布農族 太魯閣族-文化愛織樂 歐○伶

A607 特優 六年級 張○君 女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布農族 快樂時光.感動時刻 余○仙

A608 特優 六年級 柯○傳 男 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 太魯閣族 勇士的傳承 謝○蓮

A609 特優 六年級 潘○陞 男 花蓮縣花蓮市私立海星國民小學 阿美族 長者的愛 陳○倫

A610 特優 六年級 劉○婕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布農族 布農族射耳祭 張○月

A701 特優 國中 楊○瑄 女 桃園市楊梅區瑞坪國民中學 泰雅族 感動與愛 張○洋

A702 特優 國中 王○琪 女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中學 排灣族 奶奶的愛 張○卿

A703 特優 國中 劉○萱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鞦韆上的愛 冼○源

A704 特優 國中 許○育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出嫁 冼○源

A705 特優 國中 李○婷 女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中學 布農族 Kulumaha 冼○源

A706 特優 國中 余○宸 女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中學 布農族 家人的愛與祝福 楊○懿

A707 特優 國中 盧○錡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阿美族 傳承 楊○曾

A708 特優 國中 李○宇 男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小米祭 楊○曾

A709 特優 國中 李○婷 女 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民中學 布農族 粟米豐收 呂○芬

A710 特優 國中 王○慈 女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中學 布農族 傳承 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