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豪盃- 2014 第 2屆「數位攝影」大賽  得獎名單 

 
A百大景點類 -得獎名單   

1040417

名次 作品編號 作者 相片名稱 

1 第一名 A-0468 陳○偉 雲之福壽山農場 

2 第二名 A-0603 孫○天 

3 第三名 A-0109 吳○ 期待 

4 優選獎 A-0058 黃○樺 牧場風光 

5 優選獎 A-0105 劉○懿 南子吝山藍調車軌 

6 優選獎 A-0357 王○ 雲湧二寮 

7 優選獎 A-0358 王○ 漫遊天堂路 

8 優選獎 A-0381 何○鑑 風起雲湧 

9 優選獎 A-0391 龔○娟 美濃中正湖 

10 優選獎 A-0434 賴○銘 美麗島站旅人 

11 優選獎 A-0524 陳○吟 野柳地質之美 

12 優選獎 A-0571 謝○軒 七股觀夕 

13 優選獎 A-0650 潘○錫 井仔腳鹽田夕照 

14 佳作獎 A-0054 李○瑋 興建中的歌劇院 

15 佳作獎 A-0119 廖○菊 日月潭晨曦 

16 佳作獎 A-0138 徐○夫 中寮山之美 

17 佳作獎 A-0177 蔡○廷 荷蘭村夕色 

18 佳作獎 A-0183 潘○璽 大地畫布 

19 佳作獎 A-0217 宋○洲 小琉球海岸 

20 佳作獎 A-0218 宋○洲 日幕高雄 

21 佳作獎 A-0245 陳○慧 鳳凰花開的季節 

22 佳作獎 A-0268 張○雄 澎湖外垵漁港夜色 

23 佳作獎 A-0289 曾○皓 四草綠色隧道 



24 佳作獎 A-0314 徐○鳳 粉紅春櫻 

25 佳作獎 A-0334 林○德 九份沿岸的秘境 

26 佳作獎 A-0344 潘○正 日月潭清晨之美 

27 佳作獎 A-0351 王○ 七股潟湖暮色 

28 佳作獎 A-0440 陳○晴 日月潭 

29 佳作獎 A-0447 陳○廷 漫步澎湖灣 

30 佳作獎 A-0523 陳○吟 自由廣場倒影 

31 佳作獎 A-0585 賴○用 琵琶湖 

32 佳作獎 A-0598 吳○哲 思源啞口雪景 

33 佳作獎 A-0661 梁○德 雨中的侯桐火車 

34 入圍 A-0001 唐○竣 台南二寮日出 

35 入圍 A-0060 黃○群 林木森森 

36 入圍 A-0166 王○ 鏡。明潭 

37 入圍 A-0159 王○雅 合歡星空 

38 入圍 A-0172 楊○森 雲山水之美 

39 入圍 A-0176 湛○甫 仰望神木 

40 入圍 A-0182 潘○璽 大地風情畫 

41 入圍 A-0328 利○章 油菜花海 

42 入圍 A-0367 林○守 老家 

43 入圍 A-0465 陳○偉 外木山晨曦 

44 入圍 A-0480 鄭○中 父子同行 

45 入圍 A-0506 林○頤 戀暮 

46 入圍 A-0549 彭○惠 越夜越美麗 

47 入圍 A-0633 劉○煬 武嶺之最美公路 

48 入圍 A-0635 郭○允 新竹之巅 

49 入圍 A-0646 張○凰 福壽山楓葉情 

50 入圍 A-0686 蘇○政 光灑合歡 

   

 

 

 

 

 

 

 

 

 

 

 



 
B 居家寵物類 -得獎名單   

名次 作品編號 作者 相片名稱 

1 第一名 B-0142 黃○洋 屋頂上的貓 

2 第二名 B-0219 林○德 媽咪在哪兒 

3 第三名 B-0151 蔡○立 蹦蹦跳跳 

4 優選獎 B-0112 范○倩 躲貓貓 

5 優選獎 B-0148 蔡○立 兩毛三腳 

6 優選獎 B-0217 林○德 掌心的寶貝 

7 優選獎 B-0220 林○德 讓人溶化的笑容 

8 優選獎 B-0249 柯○群   

9 優選獎 B-0258 龔○娟 曬恩愛 

10 優選獎 B-0327 李○翰 跳舞 

11 優選獎 B-0364 謝○泰 窺視 

12 優選獎 B-0471 張○凰 悠閒時光 

13 優選獎 B-0475 林○貞   

14 佳作獎 B-0002 李○星 百態之美 

15 佳作獎 B-0013 林○立 三代同堂 

16 佳作獎 B-0057 唐○軒 專注 

17 佳作獎 B-0066 黃○渝 麵線下玩耍趣 

18 佳作獎 B-0134 蘇○彰 異星球 

19 佳作獎 B-0164 張○瑄 豆豆孵蛋 

20 佳作獎 B-0167 楊○祖 你又偷吃了 

21 佳作獎 B-0168 張○仁 好渴 

22 佳作獎 B-0194 陳○軒 稻田守護者 

23 佳作獎 B-0225 王○ 貓街小販 

24 佳作獎 B-0250 柯○群   

25 佳作獎 B-0252 龔○娟 我是不是很可愛啊 

26 佳作獎 B-0261 柯○函 Lying 

27 佳作獎 B-0271 梁○誌 狗明星 

28 佳作獎 B-0356 曹○霖 鍵盤上真好睡 

29 佳作獎 B-0367 李○海 逛大街 

30 佳作獎 B-0358 紅○明 我帥嗎 

31 佳作獎 B-0418 余○憲 依偎 

32 佳作獎 B-0434 鄭○玉 奶茶(3) 

33 佳作獎 B-0464 吳○禎 心事 

34 入圍 B-0028 吳○怡 你是唯一 

35 入圍 B-0043 黃○豪 世界越快心則慢，狗界金城武 



36 入圍 B-0056 唐○軒 下雨天貓咪的憂愁 

37 入圍 B-0078 劉○琪 一貫的優雅 

38 入圍 B-0084 陳○鳳 秋后 

39 入圍 B-0087 陳○廷 膽怯 

40 入圍 B-0107 范○倩 另一個自己 

41 入圍 B-0109 范○倩 匍匐前進 

42 入圍 B-0125 楊○林 三兄弟 

43 入圍 B-0147 蔡○立 你跑我追 

44 入圍 B-0204 楊○國 萌弟手札 

45 入圍 B-0260 柯○函 Napping 

46 入圍 B-0284 陳○婷 貓王 

47 入圍 B-0342 蕭○傑 麥萌 

48 入圍 B-0343 蕭○傑 渴望 

49 入圍 B-0347 羅○吟 意猶未盡 

 

註:相片名稱欄位空白因收件時檔案名稱”亂碼”故無法正確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