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南瀛獎 得獎名單 

本屆南瀛獎總收件數 880 件，初審入圍 99 件，經複、決審會議決議，選出 2020

南瀛獎得主 3 位、首獎 4 位、優選 14 位、佳作 18 位、入選 55 位，得獎者共計

94 位，得獎名單如下。 

南瀛獎 3 位  

類別  主作品  參考作品  參考作品  姓名  

西方媒材類 無題-14 盲人與朴樹 山景-3 徐○甫 

東方媒材類 山間縱走 末日童話-1 末日童話-2 陳○立 

書法篆刻類 三更篆刻 三更歸夢三更后 三更篆刻 劉○男 

 

首獎 4 位  

類別  主作品  姓名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覓覓縫 劉○鴒 

工藝類 自在花間(漆盒) 王○雯 

攝影類 祈安之境 湛○甫 

新媒體類 
月潮搖籃曲 moon tide lullaby: fragility 

of sonic memory 
張○慈 

 

優選 14 位  

類別  主作品  姓名  

西方媒材類 篝火之歌 柯○茹 

西方媒材類 人類與動物的權宜之計 吳○融 

東方媒材類 我們是花，我們是鳥 徐○寬 

東方媒材類 共生的意義 劉○穎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蕾絲物語 黃○珊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回 許○婷 

工藝類 玉珠金築夢 陳○林 

工藝類 和鳴 。映泉 林○斌 

書法篆刻類 宋周邦彥西平樂行草四屏 陳○男 

書法篆刻類 草書系列-錄王世貞擬古詩二首四屏 鄧○浩 

攝影類 鳥人(系列 1) 莊○芬 

攝影類 STILL ALIVE (仍活著) 呂○星 

新媒體類 傹身之境 - The Hot Zone 2 林○霞 

新媒體類 漂流荒舟 潘○ 

 

 

佳作 18 位  

類別  主作品  姓名  

西方媒材類 來去輪迴 蔡○桓 



西方媒材類 
達達在努力拉睡覺睡痛的背 /達達在狂笑

中雙盤 /達達在慢跑後抿嘴喘息 
賴○達 

西方媒材類 紛紜的情境 盧○翰 

西方媒材類 More than blue 葉○伸 

東方媒材類 蜃景 IX 陳○淵 

東方媒材類 執行者計畫 -介 李○哲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童話搖籃-睡美人 曾○娟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路徑圖 毛○文 

工藝類 終於，花又開了 林○光 

工藝類 暗香疏影 楊○雪 

書法篆刻類 馬戴灞上秋居 江○忠 

書法篆刻類 辛棄疾青玉案詞 張○源 

攝影類 令人懷念的眷村 黃○珍 

攝影類 ○✕△☐ 詹○丞 

攝影類 眷舍潘朵拉 葉○佑 

攝影類 記憶永凍層 吳○平 

新媒體類 老丹疑似死亡的星期五早上 楊○皓 

新媒體類 無境之境：複城 邱○森 

 

入選 55 位  

類別  主作品  姓名  

西方媒材類 年輕的人該去哪-紅線 鍾○宸 

西方媒材類 或許我曾經不快樂 劉○磊 

西方媒材類 關於家的記憶藍圖－長兄若父 林○立 

西方媒材類 台灣人 林○勤 

西方媒材類 怪椅子 Weird Chair 蔡○恒 

西方媒材類 灰燼 許○琪 

西方媒材類 我的呈長日記-高中那一篇 邱○呈 

西方媒材類 分解的影像之林 莊○明 

西方媒材類 剎那間的發覺 王○譽 

西方媒材類 伴-戲 紀○如 

西方媒材類 臨海系列-4 吳○德 

東方媒材類 一丈 劉○廷 

東方媒材類 心風 張○綸 

東方媒材類 大地風雲之ㄧ 吳○華 

東方媒材類 經變圖 張○足 

東方媒材類 海水正藍 蔡○楨 

東方媒材類 蔓生 張○婷 

東方媒材類 屋內的白日夢 葉○珠 

東方媒材類 相對 王○雅 



東方媒材類 花束 陳瑩 

東方媒材類 影子的影子-聽 陳○彰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一場對於逝去生命的追悼會 呂○慧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無力的日常—操控 張○雯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境外‧心樂園 孫○鳳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悲愴者 (The Sorrower) 詹○宏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止於無窮#1 黃○中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林小姐 莫○嵐 

立體與複合媒材類 
 視逝-單頁書 4.0/The Single page book 

4.0 
張○平 

工藝類 蜜蜂消失了 羅○仁 

工藝類 2019 大事記 郭○榮 

工藝類 自在 呂○田 

工藝類 流光之隙 7 號 鄭○梵 

工藝類 石炭紀公園 林○弘 

工藝類 突 劉○堂 

工藝類 生生 張○升 

工藝類 風光明媚 吳○儒 

書法篆刻類 文天祥 正氣歌 劉○琴 

書法篆刻類 黃山谷 定風波次高左藏使君韻 胡○倩 

書法篆刻類 李清照-永遇樂 落日熔金 蘇○蓁 

書法篆刻類 五斗米室陶瓷印 林○ 

書法篆刻類 李白《獨坐敬亭山》 謝○斌 

書法篆刻類 柳永雨霖鈴 林○華 

書法篆刻類 逆行 劉○凱 

攝影類 行與型 張○龍 

攝影類 
X-Y 建築立面 作品 6 之 1 號(X-Y Building 

Facade  OP.6，NO.1) 
 王○文 

攝影類 匠心獨據 蘇○仕 

攝影類 戰神世紀 魏○明 

攝影類 飛翔 謝○隆 

攝影類 電影院 柯○真 

攝影類 繁榮背後的真相 彭○全 

攝影類 鰻寮群像．2020 林○農 

攝影類 路 曾○雲 

攝影類 微光-柑仔店 陳○玲 

新媒體類 邊境漫遊 Border Roaming 許○晴 

新媒體類 遺失的風景 楊○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