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序號 作者中文名 作品名稱

1 余○倫 慢慢走

2 吳○瑋 化石10

3 吳○瑋 化石3

4 吳○瑋 化石9

5 吳○頤 遺落之地 I / II / III

6 吳○宇 無題2018

7 吳○宇 無題2020

8 吳○倫 山海教我的事

9 李○文 成功嶺 I

10 李○文 成功嶺 IV

11 李○祥 穿透的白

12 李○祥 葉葉

13 李○亞 一些身上的堆積物

14 周○緯 安和路

15 林○威 安和路

16 林○信 繁花 02

17 邱○仁 腦海的一偶

18 高○婷 太魯閣

19 高○婷 複景

20 張○學 植物習作 I

21 張○學 植物習作 II

22 張○學 植物習作 IV

23 梁○寧 一束被他人贈與的花

24 許○齡 壓力插的花

25 許○齡 金釘子

26 許○齡 綠人

27 許○瑋 睡睡-05

28 許○瑋 彼岸3.0

29 許○瑋 抱抱-01

30 許○泓 隆河冰河

31 許○泓 深時、山海、島民

32 陳○穎 47.354832 ， 8.552121

33 陳○群 在之間VII-出入口

34 陳○延 採藥的尋仙者

35 陳○延 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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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陳○伯 枕頭山05 – 家族旅行

37 陳○凱 布魯狗

38 陳○凱 熱浪來襲

39 陳○凱 走獸

40 陳○朋 那邊來的：權力的與控制的

41 曾○豪 觀音-46HZ

42 曾○豪 隱聲迷宮-門

43 曾○云 精靈鳥幽幽湖系列 -日日

44 黃○維 綠洲

45 黃○正 聖傷04

46 黃○勳 浮游

47 黃○毓 時間以上 - 愛因斯坦的夢

48 黃○廷 五橘、花 02

49 黃○玲 濟州島_正房瀑布/ 韓國大媽的運動服

50 黃○中 在一顆小星星底下#1

51 楊○香 栽培

52 廖○平 床簾與鏡子 - 2

53 劉○榮 島嶼內視-大直

54 劉○安 在這裡與那裡

55 蔡○祐 給你一個讚

56 蔡○儒 借位時空逍遙遊

57 蔡○儒 禮讚之樂

58 蔡○寬 毒濾鏡-4

59 蔡○廷 吻別

60 蔡○廷 下班後的心裡話

61 蔡○廷 明明

62 鄭○軒 古典敘事 二十九

63 鄭○軒 古典敘事 四十

64 鄧○貞 瓦力土地-春

65 鄧○貞 瓦力土地-夏

66 鄧○貞 瓦力土地-冬

67 蕭○辰 寂靜框架2021-8

68 蕭○辰 寂靜框架 2022-1

69 賴○宇 一家八口

70 賴○宇 草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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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戴○育 在森林中

72 謝○承 夜車

73 顏○ 在靜默時間裡的游移風景

74 魏○德 保持距離

75 羅○欣 池畔

76 羅○欣 夢影

77 羅○欣 光痕

78 嚴○傑 花朵星人類-綻放

79 呂○龍 漫遊

80 李○恩 雨聲

81 李○恩 掠過河岸

82 林○儀 14:15

83 林○儀 16:47

84 林○秀 詩人散步

85 邵○銘 驟雨

86 高○柏 神游

87 高○柏 喀啦喀啦山

88 張○家 你遺落的風景

89 許○欣 迷霧

90 陳○慈 谷雨

91 陳○欣 多雲轉晴

92 陳○欣 海

93 陳○文 只想清涼一下

94 陳○文 一分為二

95 曾○羽 貳壹老梗-夜放空/騎麒麟/內心戲

96 葉○焜 密林

97 葉○珠 屋內的白日夢I

98 葉○珠 屋內的白日夢II

99 葉○珠 屋內光景II

100 葉○嫺 火花

101 葉○嫺 夏夜、10°C、濕度75%

102 劉○瑄 對畫首爾：四山水

103 劉○瑄 對畫京都：美不勝收

104 鄭○ 過勞迴圈

105 鄭○ 還在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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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鄭○筌 挑燈夜戰每日消費任務

107 嚴○㚬 消融

108 江○瑾 足弓

109 吳○璋 田園風光系列 組件一

110 吳○璋 台灣「美景」—田園風光 01

111 吳○銘 人造實境，像細菌一樣

112 吳○銘 人造實境，正如它發生的那樣

113 李○鏡 變奏

114 李○鏡 人蛾

115 李○貞 One day...

116 李○志 過期霓虹:切分/拼合

117 李○維 七月雪

118 周○貞 魚流

119 周○貞 鯨脊山

120 林○安 無題

121 林○隆 羅盤池(夜)

122 邱○瓔 小島系列＃春夏秋冬

123 段○真 攀爬的可能

124 崔○嬿 安全降落

125 康○筑 來自森林的蕈 No2

126 張○懿 木馬

127 張○嘉 宇宙大作戰

128 張○尹 檳榔屋、山蘇床、與蝸牛陷阱

129 莊○婷 相遇的種種可能

130 陳○耘 日日

131 陳○馥 幻境副本-S

132 陳○聲
發穎清供—金煌、林菝仔、蜜棗、五指茄、仙桃、佛手

柑
133 陳○朋 最後面的：點點的與連連的

134 彭○容 祈

135 游○蘭 日常生活

136 游○蘭 島嶼地誌

137 游○蘭 丹鳳山景

138 黃○傑 遷徙四號

139 黃○煜 海漂瓶花

140 黃○樺 河堤的逆襲：以自然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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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楊○嘉 彩熊I

142 楊○一 山水

143 楊○萱 失溫風景

144 楊○萱 失溫風景 II

145 葉○利 最後冰山 2022 B

146 董○晋 好眠

147 廖○豪 銅線地板-報囍圖

148 廖○豪 消防栓

149 廖○豪 救生圈

150 趙○開 明隧道前

151 劉○芳 序曲

152 歐○婷 之間 VII

153 潘○堯 自在、清晰

154 潘○愷 嫁接花園

155 魯○楷 斿永

156 魯○楷 登陸

157 賴○政 野生植物像─細葉蘭花參

158 賴○政 野生植物像─大花細辛

159 羅○文 三位一體(托立尼提)，新墨西哥州，美國 (1945)

160 羅○文 沙洲計畫，法倫，內華達，美國 (1963)

161 羅○文 油石行動╱馬車，內華達國家安全區，美國(1964)

162 羅○君 《蛋白質健身面板 II - No Silver Bullet》

163 羅○君 《蛋白質健身面板 III - You Da Bo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