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特亞種貓頭鷹擬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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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領角鴞    
15x17x3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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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擬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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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褐鷹鴞    
15.3x19.5x37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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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擬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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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黃嘴角鴞  
12x15x23.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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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擬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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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蘭嶼角鴞   
13x15x23.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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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擬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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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版 -鵂鶹      
12x12x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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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迷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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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

迷你版

OWL
Miniature Version

Taiwan Special 
Subspecies



台灣特亞種貓頭鷹迷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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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版-東方草鴞
9.5x11.7x2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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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迷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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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版-黃嘴角鴞
7.5x8.2x17.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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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迷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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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版-蘭嶼角鴞
9x9.5x19.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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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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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亞種貓頭鷹

�版

OWL
Q. Version

Taiwan Special 
Subspecies



Q版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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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合翅貓頭鷹高5公分
Q版合翅貓頭鷹高10公分
Q版合翅貓頭鷹高15公分
Q版合翅貓頭鷹高20公分
Q版合翅貓頭鷹高30公分

Q版展翅貓頭鷹高5公分
Q版展翅貓頭鷹高10公分
Q版展翅貓頭鷹高15公分
Q版展翅貓頭鷹高20公分
Q版展翅貓頭鷹高30公分



Q版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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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樹枝貓頭鷹 [中中]

Q版樹枝貓頭鷹 [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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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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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樹枝貓頭鷹 [中小]

Q版紋飾貓頭鷹

&'�(���
��
��	���
��#

&'�(���
��
)����	�
��

��#



陳怡曲の福酷樂世界32

作者簡介

獲獎紀錄：

1997年竹塹美展雕塑類入選
第23屆桃源美展雕塑類佳作
第12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
2005年犬心犬藝邀請展
2005年台南新光三越犬心犬藝邀請展
2005年加拿大犬心犬藝巡迴邀請展
2008年新竹美展立體及綜合媒材類入選

1973年1月9日生
台灣省花蓮縣人

新竹師院美勞教育學系畢

曾任：桃園縣大竹國小教師

現任：華寧坊群體工作室教師

               野萩藝術坊負責人

[ 作者簡介 ]

陳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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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照片

▼犬心犬藝邀請展    憩

2008年新竹美展立體及綜合媒材類入選
      風獅爺

第12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

森林之夢

竹塹美展雕塑類入選    手
第
23
屆
桃
源
美
展
雕
塑
類
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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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攝影家簡介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

畢業，現為雪霸國家公園武陵

遊客中心解說員，

興趣為攝影，旅行，登山。

曾於雪霸處舉辦『野性的溫

柔—鴛鴦特展』及在中國杭州

西湖舉行『海峽兩岸鴛鴦奇

緣』攝影展。

[ 張燕伶 ]

[ 柯木村 ]

德寶光學數位影音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

熱愛鳥類的天性，隨著鳥兒

而起舞，任何美的事都想辦法

留住那瞬間的永恆。

投入鳥類的自然生態保育，

是生命中極具意義的使命。

在未賞鳥之前，每天除了工
作還是工作，在偶然機會里回
旗山老家，巧遇高雄鳥會鳥
友，在河溪邊賞鳥，透過望遠
鏡觀賞野鳥美姿。

賞鳥使我生活更充實，也認
識更多的朋友，讓我了解大自
然的奧妙。

從事生態、野鳥攝影，最大
的樂趣是能接近大自然界中的
動植物，進而了解牠們生態與
特性；更透過攝影捕捉小精靈
之美，呈現給大家。

盼大家多接近大自然，觀賞
生態之美。賞鳥、拍鳥，真
好！

[ 郭偉修 ]

MucunGucci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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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攝影家簡介

出生日期: 民國 52 年 2 月8 日

學歷: 專科

經歷: 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 
會員

對大自然的熱愛所以用攝影

記錄美好的一切

分享美好的攝影記錄讓人們

珍惜擁有的環境

[ 余秉倫 ]

• Hugo Yang  楊川懷  1964年
生

• 1993年投入觀察鳥類
• 1995年投入記錄鳥類行為平
面攝影

• 2007年投入廣播級HD影像記
錄

• 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常務
理事

• 班生國際生態記錄攝影

[ 楊川懷 ]

台灣省雲林縣人

職業：網路管理工程師

2003年起開始拍攝鳥類自然
生態，曾經獲得統一企業舉辦

『千禧之愛全球華人攝影大賽

銅翼獎』。由於接觸攝影轉而

踏入鳥類自然生態，從攝影的

過程中觀察鳥兒的動作，發現

原來鳥類生態可以這麼多采多

姿，從此愛上了野鳥攝影樂此

不疲。

[ 廖茂松 ]

Eric

Richard 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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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攝影家簡介

[ 李日偉 ]

孫栗源 1959年生

現任職於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前部

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理事

忘了從那一年開始投入鳥類生態攝

影，但確定的是這是後半生的唯一興趣

了。

目前除了攝影，也錄製野外的鳥音。

即將出版台灣首發的鳥音書。

http://midas.ecenter.idv.tw/
http://photo.ecenter.idv.tw/index.
php?cat=10049

台灣雲林人

從賞鳥開始後接觸野鳥攝影十餘年，

喜愛大自然、熱愛野鳥。

野鳥攝影帶給我生活無窮的樂趣，也

期待分享照片讓更多人接觸自然，進而

喜愛自然並且保護自然。

[ 孫栗源 ]

AweiMid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