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1 尹○方 坐看雲起時－3
2 牛○強 無題-4
3 王○佩 圓形·原形 #6 - 扶持
4 王○仁 星空
5 王○斌 文明‧共生
6 王○斌 存在‧白馬
7 王○權 水仙
8 丘○偉 人體依附計畫：Falling Asleep 袖珍
9 田○以 視線

10 白○君 禁止進入
11 石○廷 Blue Submarine–戰損版
12 江○瑛 春夏秋冬
13 吳○頤 遺留之地三條通
14 吳○真 塔城 ＃1701
15 吳○澤 邂逅
16 吳○澤 家前
17 吳○龍 符號-141
18 吳○翰 紅潮-信義區
19 吳○慧 庭園印象I, II
20 吳○慧 鐵力士山的流動 I, II
21 吳○潔 咫尺他方-拾荒1
22 吳○潔 咫尺他方-拾荒4
23 巫○庭 划水
24 李○中 夜間飛行
25 李○祥 台製
26 李○貞 The wave
27 李○萱 浮雲落葉
28 李○亮 綠色猩猩
29 李○蓁 三角的魔法
30 李○蓁 與抱山者
31 李○勳 第㇐天
32 李○毅 馬賽克操場
33 李○綾 變奏仙山I
34 李○娟 B612
35 李○晴 萬象同源
36 李○偉 永晝
37 沈○佑 同溫層的呢喃
38 沈○龍 匿兢
39 周○聿 家園10-海景第㇐排
40 周○聿 紅土海味麵線
41 周○緯 有文字的燈3
42 林○斌 枯葉山景
43 林○雍 證物．抬
44 林○哲 有項鍊的靜物
45 林○晏 夜間公園探險 -2
46 林○信 簡單構成 III
47 林○信 簡單構成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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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48 林○姵 We will go on
49 林○君 Wonderful Moment-101&102
50 林○君 Wonderful Moment-95&96
51 林○成 光景空間
52 林○彥 映像．印象-23
53 林○宏 飛（ㄧ）
54 林○綺 雙生
55 林○綺 迴聲者群像
56 林○綺 父域安魂曲
57 林○植 異域no.13
58 林○楷 陽台城市文明系列-航母（未來）古厝（過去）摩天大樓（現在）的飄想
59 林○珍 綠映 Ⅳ
60 林○淵 青山厭世圖
61 林○淵 偏向虎山行
62 林○ 順風相送（1）由島至島
63 林○俊 霓裳
64 林○俊 蓬萊
65 邱○琳 嵎
66 邱○寧 看星星的日子
67 邱○仁 小敘事
68 邱○仁 心理的陌生人
69 邵○銘 陌路人
70 邵○傑 歷練
71 金○辰 存在-W#3
72 金○辰 存在-W#7
73 侯○穎 幻視膠囊 03
74 姜○逸 大地童年
75 洪○銘 傳統下的獨白
76 洪○ 透明雜誌
77 洪○豪 無以為家-1
78 洪○豪 無以為家-3
79 胡○聰 成為㇐個地方－2
80 胡○聰 ㄧ方
81 凌○ 高速關係
82 孫○行 故事力學
83 孫○行 力學故事
84 徐○達 魔樹之森-傾聽
85 徐○鈞 悄悄話-怕水的魚
86 時○駿 裁縫店
87 涂○群 ILHAS
88 馬○羣 山水進行曲１
89 馬○羣 山水進行曲 2
90 高○斈 金山．銀山-遐想5
91 高○斈 金山．銀山-原生地1
92 康○筑 松影之紙線素描系列
93 張○健 流逝與永恆
94 張○靜 靜夜裡的擾動
95 張○曄 高山狂喜圖
96 張○㇐ 海灘風景之1
97 張○瑞 離開我，走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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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98 張○雄 出獵圖
99 張○銘 石.語

100 張○銘 意象山水
101 張○甄 凝神-2
102 張○毓 風景中的人 I
103 張○翔 閣樓裡的王子
104 張○鈞 Mon miroir, ta fenêtre n°1
105 張○丕 海岸線
106 張○丕 袋旺來
107 張○文 移植∞繁殖計畫25
108 張○ 支架與影子
109 曹○瑞 樣本採集
110 梁○毓 槍砲、頭顱與骸骨
111 梁○瑄 16 : 27 —
112 梁○豪 啟示錄
113 梁○明 白岩石壁
114 莊○勳 Pm2.5的天守閣
115 莊○勳 鯤島潛行
116 許○貴 犇
117 許○蒂 窗外風景
118 許○蒂 施工中
119 許○蒂 R系列
120 許○姍 不知自心 No.211
121 許○姍 不知自心 No.213
122 許○仁 風景色.覆蓋10
123 許○麟 Blue crimimal-迴音
124 郭○瑩 越矩
125 陳○福 福到眼前
126 陳○賢 〈良日疫襲—自主隔離〉
127 陳○群 維度模型XVI
128 陳○群 在之間III-過路
129 陳○純 戰後野人手札
130 陳○如 眼睛計畫
131 陳○德 中華路182巷
132 陳○若 縈繞
133 陳○宏 被聖杯守護的夏日古堡
134 陳○偉 歲月映像-2
135 陳○云 觀夕平台
136 陳○仁 宇宙允許時間正轉
137 陳○彤 摺頁#01
138 陳○珮 城市裡的石-河濱
139 陳○文 家的總和I
140 陶○ 望(4)
141 傅○雯 「 變形中」之部分裝置
142 彭○錡 承托
143 彭○玲 初心
144 彭○騰 棲地
145 彭○騰 香蕉園
146 彭○毅 兜
147 曾○軒 內源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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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曾○棻 擬仿物-偽•開關2
149 游○淯 人造雲NO.1
150 游○淯 人造雲NO.2
151 游○鈞 海岸線：俯瞰圖II
152 游○蘭 Landscape-1
153 湛○甫 居安：錢印之屋
154 華○强 後花園 13 理想的豐厚 1
155 賀○芝 食物衛生條例
156 黃○綸 黑夜的低語者
157 黃○穎 線石
158 黃○正 博物館2
159 黃○玲 雨夜
160 黃○樺 V計劃
161 黃○鈞 剛柔並濟-金剛
162 黃○勳 ㇐片風景
163 黃○勳 圓柱裡的生命
164 黃○生 虛無存在21
165 黃○廷 花好花滿－百合 III
166 黃○中 止於無窮＃1
167 黃○勝 日記
168 黃○倫 天眼 4
169 楊○霆 幽游
170 楊○逸 碎形
171 楊○逸 野渡
172 楊○發 台灣土狗 Taiwan TO GO –向李俊賢致敬NO：002
173 楊○發 台灣土狗 Taiwan TO GO –向李俊賢致敬NO：015
174 葉○欣 回家的路上
175 葉○利 南島景象
176 賈○茹 城市色彩 墨爾本：平衡灰
177 廖○豪 藏風聚氣
178 廖○羽 龜
179 廖○羽 鳥
180 齊○豪 秋山問道
181 齊○ 影子，邊境，後花園
182 劉○平 藍色溫室: 天空、海洋與我們的島
183 劉○平 藍色溫室
184 劉○瑄 之間：大石頭．鳳林
185 劉○德 山城掠影
186 劉○妏 田園 V
187 劉○瑋 存在
188 劉○安 私語III：黑色的夜與深色的記憶
189 劉○鶯 深蘊
190 歐○佑 非惡地 #1
191 歐○雲 霓虹寺之砂 - 滿月
192 潘○瑞 踏著浪
193 潘○仁 開
194 蔡○汀 凝山水系列1
195 蔡○汀 靜謐石像
196 蔡○璨 黑傢俱34 -- 太平有象吉慶有餘
197 蔡○儒 給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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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蔡○儒 自畫像
199 蔡○儒 頓點
200 蔡○友 植物史-10
201 蔡○德 窗裡窗外III
202 鄧○仁 再見，狐狸-183
203 鄭○宏 書非書-靈飛Ⅰ、Ⅱ、 Ⅲ
204 鄭○軒 遊走記憶
205 鄭○昌 青天生命樹
206 鄭○軒 古典敘事 二十
207 鄭○軒 古典敘事 三十二
208 鄭○梵 流光之器1號
209 盧○筠 借來的時光
210 盧○ ＭAMA LU-煉金術篇
211 盧○翰 奚卜蘭島
212 盧○心 無夜
213 蕭○昇 境玉
214 蕭○珩 隧道
215 蕭○宜 廢墟中綻放的生 II
216 蕭○心 時時刻刻 I
217 蕭○亭 圓的運動
218 賴○宏 匯流處
219 賴○宇 打他氣球
220 賴○成 海上生明月1
221 賴○政 野地㇐視—銀蓮花
222 謝○承 星叢
223 謝○辰 熟悉的溫度-MIT
224 謝○岐 畫家的眼鏡
225 謝○岐 山脈寫生042
226 謝○宇 只有蛋的地方系列-19
227 鍾○華 台南市信義街慕紅豆
228 鍾○華 台南巷弄
229 簡○彬 漫⾧的對話
230 簡○彬 老牆
231 藍○軒 STS-51-L & STS-107
232 顏○ 綠色緞帶
233 顏○ 像波浪撫過的光
234 顏○ 陌生的下午
235 魏○宏 這些人，這些事
236 羅○欣 瀰漫
237 蘇○涵 空間對話 牛奶小屋
238 蘇○宇 未來的衝擊
239 蘇○宇 The White Waters (中文俗稱「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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