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參賽者 參賽者 作品名稱

103 陳玉婷 林敬庭 微笑 smile

104 林維霆 尹貽真 舒室

105 美為零以-築建零瑭耀蔡

106 情風東中瑋浚洪

107 謝秉橙 謝秉橙 三代科技宅

108 堡家傳翔高

109 ettelap献楚曹

110 屋之木閒休棋守蔡

111 光微妤品施

112 众集展琮徐

113 趙子揚 趙子揚 三代歡樂送

114 居共代三楚庭陳

115 居。靜宸霈陽歐 

116 遙逍樂代三毅睿顏

117 堂一代三 本為人倚翔柏王

118 行之山君庭溫

119 家起憶宇冠丁

120 劉柏均 劉柏均 三代樂快活

121 福清享代三峰健簡

122 宅綠閒休代三-居樂恩榮戴

123 謝承佑 謝承佑 享宅

124 居聚罄菱洪

125 美石全石仁邱

126 樂の倫天晴富楊

127 宅活慢意愜亮升張

128 象憶心原守鄭

129 周書楷 周書楷 木暮年華

130 康桐維 光盅耀祖—新世代陽光智能三代宅

131 匯興柔郁江

132 蓆共媃郁官

133 悠嚮蓁宥黃

134 好所勳孟李

135 魏培任 郭子揚 榜樣

136 寮茶華育張

137 沏食辰昌侯

138 棧浤沐王

139 速競/速歸慈育張

140 居和暘焱彭

141 憶繪伶怡陳

142 鄭莉潔 洪子媗 傳續

143 樂原芫凱鄭

144 樂共薇巧蔡

145 意竹源士林

146 徐庭毅 彭康甯 樂活居

147 匯植琪佳范

148 岳樂佑亭陳

149 火薪伶佳姚

150 原桓沛莊

151 曾唯豪 周湘諭 童聚

152 灣港清雅莊

153 盒融修傳孫



編號 參賽者 參賽者 作品名稱

1 潘奕豪 鄭紫嬅 捨煩囂而親自然

2 徐筱涵 陳之云 葉脈

3 鄧維倫 潘忱采 氛多青

4 李湘苓 徐菀謙 寵愛

5 黃祥瑋 蕭洵盛 師鄉

6 李品萱 鄭琬穎 深活

7 林侑駒 陳沛穎 音你而在

8 林慧婷 王奕茹 禾居

9 黃彥杰 林祺淯 煌居

10 林震宇 李安 北風織戀

11 杜歡庭 江玟璇 落業歸根

12 蕭國龍 鍾欣廷 花前

13 陳翊嘉 柯淳偉 享萃

14 梁允菁 鄭雅淇 咆哮的貳零年代

15 呂安 林鑫佑 陪童

16 和風暖日忠維鄧

17 任筱婷 廖育禛 暖洋

18 王子云 劉珈君 樂

19 孫鈺涵 陳郁棻 不熄滅的燈

20 蔡承晏 楊雯淇 日月未央

21 謝承恩 吳佩庭 居_聚-in house

22 辜馨漩 謝佑俐 樂慢活

23 朱柏任 余尚樺 記憶的藍圖

24 孫郁柔 許沛岑 劇象化

25 陳璿光 林潾 綠映帷幕

26 王欣瑜 陳怡安 永曄謐境

27 吳雅琦 林若葳 擎弦·流音

28 余娉茹 陳意涵 伴。聚

29 溫之森宣品鄭

30 程柏鈞 胡友聚 武與舞

31 林婉琪 張巧柔 青蔥歲月

32 蔡翔文 張兆東 靜謐

33 貓繡居長雅方葉

34 蔡昀如 簡瑜嫺 阿嬤の柑仔店

35 林啟鑫 方季晶 林聚

36 舍聚下夕騰憲林

37 李叔蓁 紀易辰 蒸時生活

38 林彥甫 吳秉翰 青香紅韻

39 劉育豪 曾柏侑 城鄉回韻

40 張峻銘 謝逸瑄 年輪

41 李晨熏 陳俊業 寄憶

42 詹以阡 蔡育慧 影隱約約

43 連汶瑜 李彩蓉 蓮蓉包

44 蔡仲威 陳冠廷 Sound of Light

45 葉佳和 洪熙 凡音之起

46 黃教銘 高文雅 幸福這件小事

47 柯怡彤 江盈汾 蝶瀾

48 何姝玉 葉文瀚 聚厘

49 息藝淇雅林

50 林冠呈 徐致中 綠映園療

51 攀其李



編號 參賽者 參賽者 作品名稱

205 光食曦晨鴻鈺王

206 緣和融宥陳

207 光時慢草花竣詠林

208 傳相承層佑妍沈

209 影如俞賴

210 陳妤婷 洪佑傑 原素

211 堂同芝岑林

212 享花遠錤蕭

213 居境甄張真意洪

214 傳相代代薰媛韋

215 刻時會交欣宜藍

216 綴音恩鈺陳

217 堂伴。福幸瑋書張

218 圖拼福幸嫻書張

219 色圓三樺沛楊

220 張蕙芯 林采儀 紙醉金迷

221 代時古復丞昱施

222 居然天君婉董

223 陳怡如 賴亞亭 栽季

224 藍慈緹 王妤婕 馨

225 相映祺晏林

226 林鄉醇思劉

227 逸婷依陳

228 甜慕妤芳林

229 居合宏冠林

230 鄭莞庭 蔡育瑄 neritic

231 層層儀宛林

232 高葳 徐嫚孺 登池上樓

233 沐悠潔怡陳

234 軸聚筑筱黃

235 類人新苓湘楊

236 光拾集拼萱瑜劉

237 李佳銘 劉善行 悅同

238 許忠泓 鍾佳蓉 動靜皆自

239 賴昱翔 張智銓 平居

240 高嘉听 李紹賢 安居樂業

241 陳建勳 金子容 異地深根

242 吳宥蓉 董珏妘 刻劃印記

243 間之忽倏銣婉朱

244 曲敘萱伃陳

245 居合世三家仕田

246 稳安世现，好静月岁玲海李

247 人書說的城下威龍許

248 李珮琪 李珮琪 間之間

249 居之泊潔宜鄒

250 人鄉憶旖辰蔡

251 蔡明澔 王仕杰 收藏家

252 洪欣羽 劉育誠 傳枝

253 陳盈慈 陳奕君 樹洞

254 ailimaF覣城吳

255 梁芷苓 陳煒庭 清樂悠居



編號 參賽者 參賽者 作品名稱

307 王亭媛 洪于宸 花伴

308 宿緣仁宗蔡

309 寧悠逸定胡

310 屋樂芙依 emoH Fi恬惠黃

311 陳玟卉 吳品儀 藝術家

312 賴宛瑜 黃瓊玉 舒室

313 居共琳鈺杜

314 閒休樂堂三紋嘉翁

315 -生共然自與間空-織交婷譯張

316 張紫雲 邱之綾 流年承續

317 蘇鈺鈞 李柏學 宅趣味

318 童柏盛 壽偉傑 憶起

319 堂溢弘典盧

320 安早潔禹陳

321 靜暖強志高

322 光寸宇培曾

323 汪紹霆 黃御凱 8HR

324 陳妤宣 陳奕汝 和屋

325 簡大朋 郭柏岑 時光輪迴

326 陳韋翰 黃歆雅 回家

327 王善喆 游皓鈞 AI綠能網 未來全齡化智能綠宅

328 鄭富容 鍾嘉芸 青訴

329 羅毓瑭 蔡承叡 食憶聚庭

330 陳威廷 王宣惟 日常

331 繫慈千曾

332 美仁新宅君香林

333 靳絜翔 賴姿蓉 竹之道

334 陳東暉 姚旻佐 極聚

335 陳焱昊 毛文佑 共行

336 鄧欽月 周旻紋 盼

337 氣和萱芳吳

338 夢圓芫佩吳

339 蘇朋洋 蔡珈芯 沁人心腑

340 陳孟均 黃昱翔 染

341 吳威葳 鄭雅云 暖藝

342 呂祈宏 黃毓晏 聚逸起

343 秦健豪 沈祐任 印象的顯影

344 謝鈞宇 蘇語雯 記憶の碎片

345 吳承睿 陳彥宇 洄流

346 潘羿達 王磊 BOND -HOUSE

347 黃宇謙 陳家鑫 朝日夫婦

348 蔡侑辰 葉明翰 靜

349 陳世欣 劉峻呈 枝音

350 王亭惠 宋玟瑤 牽絆

351 陳建輝 方星尹 道絮

352 居聚為大周

353 黃鄒承薇 葉芷彣 銀芽柳

354 陳品涵 周君諭 觀星 關心

355 許婓閎 陳麒方 團緣

356 江荷妃 黃珮瑜 纏凡

357 木緣承易楊



編號 參賽者 參賽者 作品名稱

409 夏子旻 趙柔 紙想回家

410 謐靜誠書杜

411 ECAPS CITEHTSEA宏哲簡

412 焙烘毅柏柯

413 活生想藝穗雅蕭

414 許修誠 尤宗慶 重獲心聲

415 紅堂滿霖致周

416 noisuF瑜方許

417 聚東豪薛

418 苑大璞創謙逸李

419 馨和聖耀朱

420 李建宸 吳承威 錵鑶

421 怨合三品學江

422 王俞恆 林其钰 怡情

423 家居易簡亭宜廖

424 沈恩祈 許毓伶 恬靜

425 張燕茹 陳思妤 和煦

426 黃韋樺 廖廷恩 風巢

備註: 此編號與評圖無關，為比賽報名編號，複選決選公佈皆為此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