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賽編號 姓名 作品名稱

1 林○哲 碗粿再來一碗

2 陳○妤 柚香懷念

3 李○瑱 玩碗粿

4 潘○伶 呷碗粿，挽文旦

5 曾○毓 恬恬食三碗公半

6 潘○婷 甲碗粿

7 高○婷 從碗粿看文化

8 劉○青 柚見麻豆

9 林○萱 台南旅遊

10 吳○昕 再來一碗

11 廖○雅 碗粿很忙

12 廖○芳 餡在好滋味

13 李○扉 下一站去哪？

14 徐○崴 麻豆碗粿就是讚

15 范○宜 絕妙滋味

16 馮○貽 碗粿，挖桂(台語)

17 翁○涵 麻豆身世

18 翁○涵 龍‧寶

19 許○筑 五彩巨龍

20 黎○甜 阿嬤的讚美

21 呂○郢 食‧粿

22 簡○霖 珍珍碗粿

23 江○庭 印象麻豆

24 吳○容 麻豆香

25 陳○瑷 米粒一家人

26 何○儀 特色麻豆

27 李○筠 麻豆柚香

28 李○川 碗中碗粿

29 謝○君 麻豆商圈

30 陳○緁 熱情の麻豆

31 洪○駿 吃碗內，看碗內

32 蔡○安 夙興未「旦」

33 蔡○諭 誰知碗中粿，塊塊皆辛苦

34 許○豪 新。碗粿

35 簡○閎 讓你滿滿的

36 鄭○鴻 來自碗粿的故事

37 侯○妘 想再吃一碗

38 蔡○慧 碗裡下的粿

39 周○民 碗粿與十二婆姐

40 周○民 碗粿與麻豆

41 蕭○方 扭曲樂

42 吳○瑢 玩磨豆，吃碗粿

43 楊○翰 麻豆碗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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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林○竹 Mattau 眼睛

45 廖○淳 柚香

46 李○君 碗碗柚香

47 蔡○昕 麻豆‧趣

48 鄭○伃 柚花

49 陳○婷 稻

50 林○軍 smaii mountain

51 蕭○于 人像紅樓

52 陳○琪 麻豆趣

53 李○蓁 碗粿食趣

54 李○蓁 品嘗

55 李○蓁 悠遊

56 陳○廷 碗粿淘

57 陳○平 一碗豬

58 陳○平 一碗菇

59 陳○平 一碗蝦

60 藍○蘋 碗粿達人

61 游○萱 柚見碗粿

62 游○萱 悄悄碗

63 林○均 碗粿好食

64 王○婷 來趣麻豆吃好粿

65 許○豪 碗粿、碗景

66 陳○瑋 邊吃麻豆，邊玩麻豆

67 陳○昌 粿圓

68 陳○真 碗粿抽抽樂

69 楊○靜 誕生

70 池○瑩 來碗碗粿，暢遊麻豆

71 應○聿 聞淡

72 何○萱 電姬戲院

73 郭○綾 麻豆地圖一朵花

74 黃○霖 微笑在麻豆

75 黃    ○ 吃碗遊麻豆

76 郭○菁 麻豆花

77 蘇○如 麻豆之美

78 陳○卉 麻豆印象

79 新○晴 遇見窗花

80 張○庭 海潮

81 王○誼 懷舊麻豆

82 李○綺 麻豆好好玩

83 江○辰 南瀛總爺出遊趣

84 葉○青 “佑”子

85 蔡○慧 遊麻豆

86 高○民 柚見麻豆

87 黃○萍 柚香麻豆

88 戴○如 纍纍繁盛

89 賴○翔 麻豆番社



90 龔○津 趣麻豆

91 邱○傑 真材實料

92 陳○珊 粿早味

93 帥○雯 吃個碗粿

94 林○均 麻豆麻豆

95 胡○婷 回味無窮

96 林○蒨 麻豆西拉雅

97 陳○彤 Mata

98 林○渝 麻豆碗粿

99 甄○婷 復古陶瓷碗

100 賴○宇 麻豆碗粿青瓷碗

101 馬○儀 麻豆碗瓶

102 周○甯 米香

103 陳○嫻 “醬”子搞麻豆

104 莊○淯 婆姊風味

105 黃○慈 台南文化

106 何○瑄 麻豆柚香

107 謝○恩 保佑

108 何○瑄 麻豆柚香

109 管○榮 麻豆歷史之名

110 曾○晴 是Muâ-tāu

111 張○君 打卡碗粿

112 黃○慧 碗粿

113 蔡○程 台南麻豆暢遊行

114 王○仁 麻豆碗碗玩

115 劉○宸 蒼蘭

116 劉○文 吃在飲食文化圈

117 張○薇 台南麻豆團團轉

118 李○容 台南2017吃碗粿彩繪陶瓷碗設計

119 陳○羽 走入臺南

120 王○齡 台南風光

121 廖○淇 Tauwan,Tainan

122 黃○璇 mattau 記憶

123 王○文 花開富「粿」

124 蔡○緒 風華麻豆

125 劉○民 粿在碗裡有柚子

126 陳○君 走遍台南

127 黃○瑜 古蹟城市台南

128 鄭○穎 古早的香味

129 馮○源 言必信，食必粿

130 滕○聆 好吃好喝在麻豆

131 黃○瑄 麻豆之美

132 吳○萱 飽粿

133 陳○蓁 「廟口碗粿」

134 黃○琦 碗粿的家

135 楊○庭 來碗台南



136 洪○臣 好吃好玩遊台南

137 楊○婷 帶著碗粿遊台南！

138 蔡○涵 麻豆碗透透

139 李○蒨 幸福吃碗粿

140 康○華 麻豆味碗粿

141 許○婷 「粿」然好吃

142 徐○瑄 碗粿與台南

143 劉○廷 再來一碗，南忘好滋味。

144 趙○彤 好玩好碗in台南

145 趙○微 食碗粿浮游台南

146 翁○霆 遇見古城，遊玩麻豆

147 吳○慶 遇見

148 鄭○文 台南府城趣遊碗

149 吳○瑀 玩粿玩府城

150 吳○伶 遨遊台南

151 蘇○驊 碗裡的台南府

152 許○榛 碗~wow

153 鄭○伶 鱷魚柚

154 潘○伶 物以稀為粿

155 蔡○龍 回味無窮

156 黃○儀 逗趣碗粿

157 童○妤 兒時回憶

158 陳○澔 台南麻豆味

159 郭○君 歡迎粿客來

160 張○茹 延平郡王吃透透

161 張○瑄 麻豆趣味迷宮

162 洪○妏 台南有很多好蹟地

163 邱○青 美食地獄

164 朱○瑩 一碗“粿”一碗

165 朱○葶 我佇麻豆

166 李○晴 原「料」頑童

167 林○妤 古城-台南

168 李○柔 夕陽北門水晶教堂

169 李○芳 原物料

170 黃○婷 lips

171 蔡○臻 TAINAN

172 蔡○庭 麻豆最棒

173 龔○津 麻豆趣

174 彭○華 美味柚人

175 彭○華 碗中富粿

176 鄭○瑄 麻豆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