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攝影記錄展 

 

活動說明｜ 

 

因為兩位卑南族小女孩與聯合報攝影中心主任林錫銘一場火車上的相遇，成

就了公益平台向大眾募集愛心二手相機送往偏鄉孩童的美事，一場原本只要

50 台舊相機的活動，最後累積募集到 4000 台舊相機，透過二十多位志工媽

媽連續 10 個月協助整理相機，與六十名攝影志工老師分赴花東偏鄉進行攝

影教學，開啟了上萬名偏鄉孩童的另一扇眼睛，也讓孩子們的身邊多了一位

好朋友。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攝影記錄展舉辦的目的是希望二手相機捐贈者能夠看

到捐贈的相機在偏鄉攝影教學所展現的成果，以及其所延續的生命歷程紀錄。

由於 120 幅展出的作品大多是由第一次接觸相機的偏鄉孩童所拍攝，因此評

選標準並不強調攝影技巧，而是以真實展現部落生活及純真的童年為重點！ 

 

入選此次攝影展 120 件孩童作品皆由 Canon PIXMA 專業噴墨相片印表機

與 imagePROGRAF 大圖輸出機高品質輸出，同時 Canon 也致贈 30 台全新

數位相機給前 30 名的佳作孩童，其中前 20 名特優作品孩童，還將受邀到台

北來接受表揚及參加由趙廷箴文教基金與公益平台共同招待三天二夜台北

體驗旅遊，其中華信航空亦贊助台北-台東免費來回機票，讓孩子有更充裕的

時間體驗形形色色的台北風貌。 

  

主辦單位｜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協辦單位｜新光三越、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 

  

展覽時地｜ 

 

台北信義新光三越 A9 八樓        2012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2 日 

誠品台東故事館 2 樓藝文空間   2013 年 1 月 4 日~1 月 27 日 

花蓮松園別館                            2013 年 3 月 8 日~3 月 24 日 

台中勤美術館                            (日期待訂)  



  

入選參展名單｜ 

 

◎前 20 名入選學童(未排名次)  

＊每位學童可獲得一台全新數位相機及三天二夜台北體驗遊 

台東 三和國小 白紹駿 台東 三和國小 唐雅琪 台東 三和國小 葉玫綾 

花蓮 鶴岡國小 林英傑 花蓮 鶴岡國小 胡佳惠 台東 忠勇國小 張庭怡 

花蓮 大富國小 宋議鞍 花蓮 大富國小 李佳璇 花蓮 大榮國小 高妤晴 

花蓮 觀音國小 于婉婷 花蓮 觀音國小 張韋晴 花蓮 觀音國小 賴妍羽 

花蓮 港口國小 林姿妤 台東 成功小學 吳若儀 台東 成功小學 張家寧 

台東 成功小學 鄭   怡 台東 東大實小 曾冠誠 台東 馬蘭國小 潘伍弘哲 

台東 賓茂國小 古聖亞 台東 賓茂國小 鄭恩惠   

 

◎第 21 至 30 名入選作品(未排名次)  

＊每位學童可獲得一台全新數位相機 

台東 三和國小 林慶騏 台東 三和國小 黃昱慈 台東 紅葉國小 朱凱文 

台東 忠勇國小 黃慈惠 台東 忠勇國小 潘   原 花蓮 化仁國小 黃萱卉 

花蓮 大榮國小 吳馨怡 台東 霧鹿國小 邱芝蘭 花蓮 松浦國小 林怡宣 

台東 都蘭國小 洪郁斐     

 

◎第 31-120 名入選學童(未排名次)  

＊下列名字如有重覆，表示該學童有一件以上作品入選 

台東 三和國小 林慶騏 台東 三和國小 唐雅琪 台東 三和國小 黃昱慈 



台東 三和國小 黃昱慈 台東 三和國小 黃郁涵 台東 三和國小 黃郁涵 

台東 紅葉國小 朱信有 台東 紅葉國小 朱凱文 台東 紅葉國小 莊家玲 

台東 紅葉國小 顏雅婷 台東 桃源國小 余語宣 台東 桃源國小 胡聖全 

台東 桃源國小 胡慧君 台東 桃源國小 胡慧君 台東 博愛小學 陳祖寧 

台東 廣原國小 王智鵬 台東 廣原國小 邱玟琳 台東 廣原國小 楊士葆 

台東 廣原國小 溫佳淋 台東 廣原國小 潘旭湟 花蓮 安德啟智中心  

林貴忠 

花蓮 長橋國小 任永杰 花蓮 長橋國小 伍周文惠 花蓮鄉村社大 黃尚文

(壽豐國中) 

花蓮鄉村社大 黃惠萱

(壽豐國中) 

花蓮鄉村社大 蔡沛君

(壽豐國中) 

花蓮 靜浦國小 林芊玉 

花蓮 靜浦國小 林芊玉 花蓮 靜浦國小 林芊玉 花蓮 靜浦國小 林芊玉 

花蓮 靜浦國小 陳雪兒 花蓮 鶴岡國小 余柏昌 花蓮 鶴岡國小 宗嘉俊 

花蓮 鶴岡國小 盧怡庭 台東 忠勇國小 李   威 台東 忠勇國小 李雯婷 

台東 賓茂國小 李紓軒 台東 忠勇國小 陳皇祥 台東 忠勇國小 黃怡軒 

台東 賓茂國小 鄭恩惠 台東 忠勇國小 黃慈惠 台東 忠勇國小 黃慈惠 

花蓮 大富國小 宋議鞍 花蓮 大富國小 宋議鞍 花蓮 大富國小 李佳璇 

花蓮 化仁國小 陳永軒 花蓮 大榮國小 甘經維 花蓮 大榮國小 吳馨怡 

花蓮 大榮國小 高妤晴 台東 霧鹿國小 曾家齊 台東 龍田國小 蘇振誠 

台東 霧鹿國小 邱正義 台東 霧鹿國小 邱正義 花蓮 港口國小 林安迪 

花蓮 港口國小 徐如筠 花蓮 港口國小 徐如筠 台東 綠島國小 劉于禎 



台東 知本書屋 李湘誼 台東 知本書屋 陳以恩 台東 建和書屋 王郁淳 

台東 建和書屋 楊文豪 台東 興隆國小 鄭子薇 花蓮 港口國小 吳奕淳 

花蓮 港口國小 吳奕淳 台東 北源國小 劉聖義 台東 北源國小 賴宜君 

台東 北源國小 賴珈后 台東 北源國小 賴珈后 台東 成功小學 張家寧 

台東 成功小學 陳學篁 台東 成功小學 鄭    怡 台東 成功小學 蘇旂勳 

台東 東大實小 曾祥宇 花蓮 松浦國小 馮雅淳 台東 東大實小 曾冠誠 

台東 信義國小 唐緯綸 台東 信義國小 葉芳淇 台東 南王國小 南雅娟 

台東 南王國小 陳一龍 台東 南王國小 鄭雅文 台東 馬蘭國小 謝汶哲 

台東 馬蘭國小 陳仕軒 台東 馬蘭國小 林宛儀 台東 都蘭國小 林凱如 

台東 關山國小 江卓文 台東 關山國小 江卓文 台東 關山國小 邱    晟 

台東 關山國小 劉雅文 台東 關山國小 陳治叡  

  

三天二夜文化之旅｜  

 

2012/11/30 

台東機場集合→台北松山機場→Canon 相機展示中心→台北信義新光三越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攝影記錄展開幕記者會暨頒獎典禮→台北 101 大樓

→中正紀念堂，兩廳院 

  

2012/12/01 

台北市立動物園→貓空纜車體驗→台北探索館→台北偶戲館→喜滿客影城 

17:00-19:00 電影欣賞 

 

2012/12/02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立體虛擬實境劇場→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感謝所有奉獻心力與時間的志工們｜ 

 

【攝影教學】 

王志仁、王逸婷、石靖瑋、江珮詩、何珮琦、余嘉苓、吳文緹、吳思儒、

吳國靖、吳瑞賢、李ㄧ玓、李承翰、李青芩、李建寬、李彥瑤、李軒宇、

辛佩宜、林千藝、林孝威、林錫皇、林錫銘、武執中、邱淑敏、邱群峰、

侯方達、耿法立、張世彬、郭旭芬、郭藐霜、陳秀芬、陳柏元、陳貴正、

黃文範、黃秀珠、黃馨葳、黃騰右、楊均濰、葉子先、廖美香、歐麗慧、

劉宏華、劉玫伶、劉襄群、潘秀聰、蔡安泰、蔡育昇、鄭文玲、鄭宇捷、

賴明俊、謝芳美、藍亦文、Charissa Hong 

 

【相機整理】 

王冠翎、石哲修、江仙㧄、吳仲宇、吳孝嚴、宋安萱、李宜耘、林俐瑜、

林奕希、洪金枝、徐佳妤、許玉英、連紹媛、陳巧薇、陳麗冠、黃淑玲、

楊筑晴、鄒曉雯、趙淑延、劉宏華、鄭家梅、錢珣、羅綺綺 

以上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