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屆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誼攝影比賽 

得獎名單 

 

聯賽主席：顧宗岳                                                    

評審：江村雄、楊蘇翠如、洪水法、劉其萬、劉月梅、簡慶南、 

齊國泰、紅連明、李繼隆、鄭財福、連世仁                                                                        

評審地點：南投縣埔里鎮鎮公所三樓禮堂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39號) 

評審日期：106年 12月 13日 

獎別       題名               作者            代表團體 

金 1       婀娜多姿            卓美月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金 2       秀麗                張清蓮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金 3       婀娜多姿            蔡景湖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金 4       舞出美感            劉專銘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金 5       惑                  蔡美珍          台北攝影學會 

金 6       甜美佳人            黃榮芳          台北攝影學會 

金 7       亮麗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金 8       回眸                王百川          新竹縣攝影學會 

金 9       風采迷人            李銘杰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金 10      躍動青春            蕭嘉銘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銀 1       舞蝶                陳力伃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銀 2       可愛如我            詹勲水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銀 3       回眸一笑            王美滿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銀 4       女中豪傑            郭曉璋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銀 5       亮麗女孩            廖欽營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銀 6       明眸奔放            王湄穎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銀 7       白紗戀曲            楊明堂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銀 8       賢淑典雅            陳啟秀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銀 9       優雅                張孟涵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銀 10      荷蘭美女            江德仁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銀 11      翩翩起舞            陳蘇奇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銀 12      甜美                李孟宗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銀 13      儀態萬千            林俊杰          埔里鎮攝影協會 

銀 14      歡                  鄭雪敏          埔里鎮攝影協會 

銀 15      翩翩起舞            洪素緣          台北攝影學會 

銀 16      傣女                葉世禎          台北攝影學會 

銀 17      跳躍青春            盧坤伸          台中縣攝影學會 

銀 18      展現魅力            林佑儒          台中市中堅攝影學會  

銀 19      佳人                莊讚復          彰化縣攝影學會 

銀 20      草地上的公主        羅浚濱          筑影攝影社 

銅 1       深情凝望            林麗黛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銅 2       戀影                王金鳳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銅 3       捧花美女            郭錫隆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銅 4       古典美嬌娘          林銀清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銅 5       光影美少女          何金龍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銅 6       開心少女            周碧華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銅 7       清秀靚女            林維政          基隆市攝影學會 

銅 8       菸斗情              董勝安          台中市攝影學會 

銅 9       舞力四射            陳忠和          台中市攝影學會 

銅 10      快樂是神仙          楊逸琴          台中市攝影學會 

銅 11      夢幻公主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銅 12      香扇淑女            陳志雄          高雄市攝影學會 

銅 13      青春洋溢            鄭明珠          高雄市高縣攝影學會 

銅 14      青春少女            李長峰          高雄市高縣攝影學會 

銅 15      秀外慧中            陳永澤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銅 16      神采飛揚            李後亨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銅 17      幸福洋溢            林繼寬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銅 18      仙女下凡            馬紹湖          新竹縣攝影學會 

銅 19      古典佳人            張文財          中華南群攝影學會 

銅 20      靜心佛緣            王政祥          中華南群攝影學會 

銅 21      舞韻之美            林騰雲          台北攝影學會 

銅 22      明眸皓齒            莊雅玲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 

銅 23      微笑                賀世芳          救國團北青攝影學會 

銅 24      柔情媚態            林宗宏          台北市 YMCA青影社 

銅 25      氣質非凡            林金歆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銅 26      歡欣                林月雲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 



銅 27      歡舞                沈仲明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銅 28      青春飛揚            曾三賢          台南市攝影學會 

銅 29      陽光少女            劉陶孟          台中市中堅攝影學會 

銅 30      亭亭玉立            吳明福          雲林縣清水溪攝影學會 

優選 1     佳人                莊讚復          彰化縣攝影學會 

優選 2     自信                鄭淑萍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3     藝傘美女            邱國有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4     含羞                劉綵潔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5     閃閃動人            林銀清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6     舞動人生            林銀清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7     快樂之舞            張清蓮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8     舞出活力            劉專銘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9     天生麗質            張清蓮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10    國色天香            張清蓮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11    村姑                張瓊雪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優選 12    窈窕美女            王美滿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3    深情盼望            徐煥相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4    亮麗佳人            陳偉男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5    俏麗佳人            林繼寬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6    琴韻                王百川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7    青春洋溢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8    秋之戀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19    展望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20    水噹噹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21    仙女下凡            林繼寬          新竹縣攝影學會 

優選 22    白衣天使            蕭嘉銘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3    巧笑盼兮            黃志宏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4    俏女孩              紀昱成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5    白紗戀曲            楊國堂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6    娟美                王湄穎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7    吉普賽女郎          蕭嘉銘          基隆市攝影學會 

優選 28    幸福                林騰雲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29    希望                林騰雲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30    神秘的面紗          林騰雲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31    舞影舒心            蔡美珍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32    豔冠群芳            蔡美珍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33    望                  黃榮芳          台北攝影學會 



優選 34     笑容可人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優選 35     夢中情人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優選 36     窗外               林俊杰         埔里攝影協會 

優選 37     躍動青春           盧坤伸         台中縣攝影學會 

優選 38     回眸               張國龍         台中攝影人部落格 

優選 39     歡顏               蘇鴻鈞         三鶯攝影社 

優選 40     跳躍美姿           林素貞         台南市攝影學會 

入選 1      舞藝超群           卓美月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2      賞景少女           蕭華英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3      清純佳人           蔡坤精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4      少女情懷           邱鳳密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5      袖舞               陳蘇奇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6      青春少女           陳漪齡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7      天姿國香           黃雅莉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8      荷蘭美女 3         江德仁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9      風華絕代           劉綵潔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10     少女 3             謝慧真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11     亭亭玉立           陳明德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12     乘風而來           賴義傑         富士生活攝影學會 

入選 13     躍                 王百川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4     舞                 王百川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5     窈窕淑女           江春炫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6     青春漣漪           林裕昌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7     飛舞               傅遠智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8     回眸               林繼寬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19     飛躍舞姿           江進貴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20     跳                 王百川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21     凌波妙舞           徐煜棋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22     搔首弄姿           江進貴         新竹縣攝影學會 

入選 23     飛揚少女           周碧華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4     美少女             王清秀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5     美女               黃大裕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6     古典美人           林為章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7     美姿               林春嬌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8     秀麗               何金龍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29     飛揚少女           楊金川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30     躍動舞姿           蕭嘉銘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31     高窕女人           黃志宏         基隆市攝影學會 

入選 32     喜悅之舞           林騰雲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3     紅紗飛騰           蔡美珍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4     輕盈               葉世禎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5     婀娜               葉世禎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6     望                 杜信彥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7     舞動青春           洪素緣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8     紅粉佳人           黃榮芳         台北攝影學會 

入選 39     佳麗風采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0     美麗佳人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1     眉開眼笑           林鳳蘭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2     清新美人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3     香傘佳人           陳志雄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4     蒙納麗沙的微笑     劉維邦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5     凝視               周英賢         高雄市攝影學會 

入選 46     悠遊               陳淑梅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47     牽手               林翠芳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48     中台情緣           陳明哲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49     沉思               鄭福昌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50     躍動時分           賴彥甫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51     思念               葉建男         台中市攝影學會 

入選 52     花容月貌           高啟清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入選 53     舞動               邱俊豪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入選 54     柔情似水           羅文彬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入選 55     婆娑起舞之三       郭秋地         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 

入選 56     大樹下             王傳吉         台北市 YMCA青影社 

入選 57     美姑娘             陳麗玉         台北市 YMCA青影社 

入選 58     古典之美           苗延信         台北市 YMCA青影社 

入選 59     跳躍               李慧美         台北市 YMCA青影社 

入選 60     清心               黃益槐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 

入選 61     嬌媚多姿           何志峰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  

入選 62     膚如凝脂           王秉南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 

入選 63     仙姿玉色           王秉南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 

入選 64     窈窕淑女之 3        彭俊彥         三鶯攝影社 

入選 65     甜美少女           陳素英         三鶯攝影社 

入選 66     明眸皓齒           蘇鴻鈞         三鶯攝影社 

入選 67     國色天姿           蘇鴻鈞         三鶯攝影社 



入選 68      深情              徐銀英         筑影攝影社 

入選 69      引領風騷          羅浚濱         筑影攝影社 

入選 70      對望              徐銀英         筑影攝影社 

入選 71      巧笑倩兮          張文菁         埔里攝影協會 

入選 72      美目盼兮          張文菁         埔里攝影協會 

入選 73      俏麗佳人          張文菁         埔里攝影協會 

入選 74      祈禱              陳健忠         台中攝影人部落格 

入選 75      幸福的記憶        石麗華         台中攝影人部落格 

入選 76      佛國現前          李明軒         台中攝影人部落格 

入選 77      可人兒            盧志豪         彰化縣攝影學會 

入選 78      青春美少女 7       劉秋宏         彰化縣攝影學會 

入選 79      麗質優雅          盧志豪         彰化縣攝影學會 

入選 80      美少女 1          吳金燕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入選 81      秀外慧中          黃忠貴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入選 82      裙襬飛舞          湯秀月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 

入選 83      輕紗曼舞          黃翠雲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 

入選 84      柔美姿態          李佳達         高雄市高縣攝影學會子 

入選 85      送你一顆心        鄭明珠         高雄市高縣攝影學會子 

入選 86      喜悅              曾群倫         台南市攝影學會 

入選 87      清秀少女          洪銘謙         台南市攝影學會 

入選 88      眉清目秀          陳南佑         苗栗縣攝影學會 

入選 89      麗質天生          陳南佑         苗栗縣攝影學會 

入選 90      躍之媚            翁錦子         雲林縣清水溪攝影學會 

入選 91      千嬌百媚          翁錦子         雲林縣清水溪攝影學會 

入選 92      歡樂女孩          李明龍         新竹市攝影藝術學會 

入選 93      儷影              紀淑貞         台中縣攝影學會 

入選 94      躍動飛揚          張明祥         南投縣攝影學會 

入選 95      絕代風華          劉陶孟         台中市中堅攝影學會 

入選 96      美少女            陳瑞斌         台中市醫師公會四季攝影社 

入選 97      千嬌百媚          郭于萍         空大台中攝影社 

入選 98      清純美女          許晉尉         中華南群攝影學會 

入選 99      迷人              賀世芳         救國團北青攝影學會 

入選 100     藍色精靂          袁國豐         簡單藝術攝影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