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類別 序號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攝影類 磺溪獎 從缺

1 攝影類 A-29 全興獎、入選獎 張薈茗 仝行仝命

2 攝影類 A-33 優選獎 彭寶全 抗議與現實

3 攝影類 A-263 優選獎 方好慧 藍韻歲虛

4 攝影類 A-320 優選獎 廖哲毅 紀實攝影X肖像權!?

5 攝影類 A-353 優選獎 陳筠婕 守護者

6 攝影類 A-4 入選獎 姜義舜 最後的客串演出

7 攝影類 A-9 入選獎 周秀娟 明天過後

8 攝影類 A-12 入選獎 顏錫沂 另類家園

9 攝影類 A-23 入選獎 張延州 雨中行

10 攝影類 A-38 入選獎 賴傳湧 形形色色

11 攝影類 A-58 入選獎 江泛舟 田中土地公

12 攝影類 A-64 入選獎 楊玉玲 生命的出口

13 攝影類 A-77 入選獎 李麗紅 曲荷物語

14 攝影類 A-87 入選獎 李豊明 雨中行

15 攝影類 A-96 入選獎 吳叔芬 時間的守護者

16 攝影類 A-98 入選獎 黃子佳 夜、鐵道

17 攝影類 A-100 入選獎 陳秀惠 撈魚苗

18 攝影類 A-104 入選獎 張錦鳳 想飛

19 攝影類 A-109 入選獎 吳昌明 封存過往的歲月

20 攝影類 A-138 入選獎 許哲嘉 人車瀑布

21 攝影類 A-140 入選獎 陳正芳 鹿港七娘媽亭

22 攝影類 A-149 入選獎 黃聰富 疫情行旅

23 攝影類 A-178 入選獎 黃瓊慧 農村生活

24 攝影類 A-204 入選獎 王守滄 歡樂海濱

25 攝影類 A-231 入選獎 蔡素珍 我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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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攝影類 A-236 入選獎 黃明發 心情的描述

27 攝影類 A-239 入選獎 許秋燕 遷徏

28 攝影類 A-262 入選獎 張家誠 窗前

29 攝影類 A-265 入選獎 許淑鎔 另類野餐

30 攝影類 A-272 入選獎 林政宏 與書的對話

31 攝影類 A-275 入選獎 林軍旭 高架作業

32 攝影類 A-294 入選獎 許春貴 隔牆花影動

33 攝影類 A-297 入選獎 林誌聰 農忙一隅

34 攝影類 A-302 入選獎 高隆治 古牆上的風景

35 攝影類 A-317 入選獎 林碧玫 幸福

36 攝影類 A-323 入選獎 陳文欽 尋找伊甸園

37 立體工藝類 B-17 磺溪獎、新人獎 陳侑成 第四維

38 立體工藝類 B-61 全興獎、優選獎 雷安平 吉瑞

39 立體工藝類 B-67 優選獎 徐均育 凌晨三點之後

40 立體工藝類 B-110 優選獎 巫祈敏 海韻

41 立體工藝類 B-6 入選獎 洪佐亨 奇蹟–轉個彎

42 立體工藝類 B-13 入選獎 林慶宗 夢的印記

43 立體工藝類 B-19 入選獎 江石德 藝想物種

44 立體工藝類 B-34 入選獎 張美姜 夏艷

45 立體工藝類 B-39 入選獎 丁宗華 樂

46 立體工藝類 B-51 入選獎 許惠卿 生命的印記-展顏

47 立體工藝類 B-54 入選獎 張榮 扶持

48 立體工藝類 B-57 入選獎 陳安安 二零二零

49 立體工藝類 B-63 入選獎 陳凱智 擬像-3

50 立體工藝類 B-65 入選獎 莊駿良 慾望蔓延中

51 立體工藝類 B-73 入選獎 葉權賢 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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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立體工藝類 B-75 入選獎 張芸嘉 舞韻

53 立體工藝類 B-79 入選獎 林志航 壓扁ing 26

54 立體工藝類 B-95 入選獎 林渙騰 幸福

55 立體工藝類 B-97 入選獎 謝振達 秋蟬-知足常樂

56 立體工藝類 B-112 入選獎 許惠敏 本來面目

57 立體工藝類 B-113 入選獎 陳水林 鼉龍晉福

58 數位藝術類 C-3 磺溪獎 黃翰柏 船岸渠道

59 數位藝術類 C-21 優選獎 施順中 二十一世紀賽柏格遊記

60 數位藝術類 C-23 優選獎 潘勁 離岸流（Rip Current）

61 數位藝術類 C-38 優選獎 張志達 記憶的推疊·最後的樣貌

62 數位藝術類 C-8 入選獎 黃郁雯 explosion

63 數位藝術類 C-9 入選獎 黃仰翎 來自未知Feom Unknown

64 數位藝術類 C-13 入選獎 江怡潔 拾碎

65 數位藝術類 C-14 入選獎 王信瑜 管−合奏

66 數位藝術類 C-19 入選獎
Luca

Bonaccors
Dripping

67 數位藝術類 C-22 入選獎 廖竟谷 The Exchange

68 書法篆刻類 D-105 磺溪獎 賴錦源 磺溪文學精神

69 書法篆刻類 D-103 全興獎、優選獎 古員齊 本來面目

70 書法篆刻類 D-23 優選獎 夏士清 東坡居士汲江煎茶

71 書法篆刻類 D-64 優選獎 張倍源 姚鼐茅屋竹書聯句

72 書法篆刻類 D-82 優選獎 許志方 康有為.出都留別諸公

73 書法篆刻類 D-9 入選獎 鄭仕杰 王維-登河北城樓作

74 書法篆刻類 D-16 入選獎 馮玉清 立春

75 書法篆刻類 D-26 入選獎 湯治平 詠彰化溫泉

76 書法篆刻類 D-29 入選獎 詹鈞為 王維〈觀獵〉

77 書法篆刻類 D-31 入選獎 莊一琳 孟浩然與王昌齡送五十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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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書法篆刻類 D-32 入選獎 林志宏 六一論書一則

79 書法篆刻類 D-33 入選獎 董又愷 春山夜月

80 書法篆刻類 D-34 入選獎 簡麗珠 晏同叔蝶戀花

81 書法篆刻類 D-36 入選獎 周欣慧 文和隆如小樓夜集

82 書法篆刻類 D-40 入選獎 黃百彰 宋黃庭堅 清平樂

83 書法篆刻類 D-41 入選獎 施承佑 行書啓元白先生絕句八首

84 書法篆刻類 D-42 入選獎 葉修宏 法時帆詩一首

85 書法篆刻類 D-53 入選獎 林玟妤 浮生

86 書法篆刻類 D-56 入選獎 顏毓廷 草書黃山谷七言詩

87 書法篆刻類 D-68 入選獎 王意淳 杜牧 (商山麻澗)

88 書法篆刻類 D-76 入選獎 張家馨 李孝光(棋)詩

89 書法篆刻類 D-95 入選獎 劉俊男 三更篆刻

90 書法篆刻類 D-98 入選獎 劉廣毅 奮鬥之心

91 書法篆刻類 D-99 入選獎 陳佳呈 終日乾乾

92 書法篆刻類 D-108 入選獎 陳俋佐 篆書白樂天 (庚樓曉望) 詩聯

93 油畫水彩類 E-122 磺溪獎 蔡仁德 城市記事

94 油畫水彩類 E-173 全興獎、入選獎 紀朝順 起航

95 油畫水彩類 E-8 優選獎 張宏彬 生命的刻度

96 油畫水彩類 E-53 優選獎 林麗雲 藝般人

97 油畫水彩類 E-188 優選獎 呂宗憲 邊界。游移

98 油畫水彩類 E-215 優選獎 王勝右 囡-母性光輝

99 油畫水彩類 E-13 入選獎 余沛倫 聆聽森之歌(悼星野道夫)

100 油畫水彩類 E-28 入選獎 戴麗英 穿越

101 油畫水彩類 E-40 入選獎 張綺舫 幻影

102 油畫水彩類 E-58 入選獎 游秋菊 守護

103 油畫水彩類 E-61 入選獎 黃玉雲 生命的價值之我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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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油畫水彩類 E-62 入選獎 賴貞吟 浮生若夢

105 油畫水彩類 E-84 入選獎 許甯崴 穀倉

106 油畫水彩類 E-95 入選獎 高鮮 易經太極

107 油畫水彩類 E-103 入選獎 廖敏如 在燦爛的世界沉淪

108 油畫水彩類 E-110 入選獎 蔡承佑 飄然

109 油畫水彩類 E-125 入選獎 黃秀蘭 等

110 油畫水彩類 E-133 入選獎 陳靜馨 暢悠花語間

111 油畫水彩類 E-134 入選獎 李梓熒 Speculation 猜測

112 油畫水彩類 E-146 入選獎 許品婕 恐慌

113 油畫水彩類 E-159 入選獎 廖春瑛 千帆過盡 尋找下一個出口

114 油畫水彩類 E-162 入選獎 周聖傑 今晚想來點...

115 油畫水彩類 E-176 入選獎 曹育綺 豔

116 油畫水彩類 E-187 入選獎 莊道明 綻花青香

117 油畫水彩類 E-189 入選獎 陳灝 生而審判

118 油畫水彩類 E-194 入選獎 張書毓 在四面佛媽說想拍張全家福

119 油畫水彩類 E-197 入選獎 林定輝 憂容

120 油畫水彩類 E-199 入選獎 唐瑞琛 消逝的綻放

121 油畫水彩類 E-202 入選獎 李沛妤 異域

122 油畫水彩類 E-210 入選獎 蔡昱奇 無狀之狀

123 油畫水彩類 E-217 入選獎 王曉萱 那天妳悄悄離去

124 油畫水彩類 E-228 入選獎 吳貞霖 轉動的限鎖

125 油畫水彩類 E-236 入選獎 陳楷仁 我們的雙腳站在這裡

126 油畫水彩類 E-237 入選獎 陳嘉君 理想鄉

127 油畫水彩類 E-238 入選獎 林政昆 透視圖：兩種遮蓋

128 油畫水彩類 E-239 入選獎 吳羽宸 守護

129 油畫水彩類 E-244 入選獎 劉靜影 浮生千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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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水墨膠彩類 F-6 磺溪獎 陳薇因 啵嚕啵嚕

131 水墨膠彩類 F-113 全興獎、入選獎 林子瑜 層層

132 水墨膠彩類 F-28 優選獎 李書嫺 鬥魚公寓

133 水墨膠彩類 F-98 優選獎 陳秀貞 石韻·深情2021

134 水墨膠彩類 F-128 優選獎 葉珮柔 炫爛·2021·遺韵

135 水墨膠彩類 F-144 優選獎 李雅鈴 青春花魂·蝶影

136 水墨膠彩類 F-10 入選獎 龔名俐 老胡同

137 水墨膠彩類 F-15 入選獎 李橙秉 竹籬笆的春天

138 水墨膠彩類 F-20 入選獎 張筠宜 蛹抱

139 水墨膠彩類 F-33 入選獎 郭天中 大眼瞪小眼

140 水墨膠彩類 F-50 入選獎 黃淑蘩 心靈的烏托邦(三)

141 水墨膠彩類 F-51 入選獎 蔡濰楨 愛的靈感

142 水墨膠彩類 F-55 入選獎 周明翰 ﹤境·界 ﹥

143 水墨膠彩類 F-62 入選獎 陳錦忠 阿爾諾非尼夫婦吃飽了嗎?

144 水墨膠彩類 F-65 入選獎 董世歆 心靈映象系列-心鎖

145 水墨膠彩類 F-68 入選獎 康興隆 芳草傳承

146 水墨膠彩類 F-71 入選獎 黃俊榕 空城

147 水墨膠彩類 F-87 入選獎 羅梓菡 淡忘Ⅱ

148 水墨膠彩類 F-89 入選獎 張簡可筠 心浪‧映

149 水墨膠彩類 F-109 入選獎 張惠菱 斑斕輝耀

150 水墨膠彩類 F-116 入選獎 許崴滋 牽伴

151 水墨膠彩類 F-122 入選獎 魏婕丞 憩

152 水墨膠彩類 F-127 入選獎 吳芳誼 殘岩遠眺·2021

153 水墨膠彩類 F-143 入選獎 王枚鈴 歲月

154 水墨膠彩類 F-147 入選獎 姚潔 沉酣·祈

155 水墨膠彩類 F-150 入選獎 林怡儒 夢境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