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曦攝影工作室 
服務項目： 

。人像拍攝：形象照、生活照、宣傳照、藝術照、廣編稿 

。工商攝影：公司廠房、機械儀器、五金零件、產品型錄 

。產品攝影：美食餐點、服飾珠寶、化妝用品、網路拍賣 

。活動記錄：婚宴喜慶、大型會議、公關活動、幕後花絮 

。建築攝影：建築外觀、室內設計、商業空間、空間記錄 

。其他服務：去背攝影、微距攝影、平面特約、影片拍攝 

     

過往服務經驗： 

 

活動特約攝影~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05蔬果嘉年華」活動攝影 

。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兩岸交流研討會」活動特約攝影 

。教育部-「96年大專院校運動會」活動特約攝影 

。國泰世華基金會-[世界風情音樂會]活動特約攝影 

。MTV台-[ ROAD GAMES亞洲巡迴賽，台北站] 活動特約攝影 

。桃園縣政府-「2007年大溪豆干展] 攝影暨海報設計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馬祖聚落永續發展之規劃與經營系列講座] 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我的寵物朋友系列活動開幕」活動特約攝影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行政人員社造研習營」活動特約攝、錄影 

。永明刺繡總裁-「六十大壽家族紀念」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蘆洲市晨曦舞蹈運動協會-「2008嘉年華舞蹈表演會」活動特約攝影 

。花蓮勝安宮-「2008勝安世居文化季」活動特約攝影 

。內政部移民署委託聯合報辦理-「2008國際移民博覽會」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縣健康舞蹈協會-「2008歲未聯合成果發表」活動特約攝影 

。北門相機商圈發展協會-「北門相機街年終促銷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市仁安醫院-「捐贈社區營造中心揭幕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雲門，面對大海的進行式~三十五週年特展」活動特約攝影 

。中衛發展中心-「經濟部幸福巴士首發紀者團」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撫台街洋樓開幕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社區營造學會-「桃園縣文化資產保護大會」活動特約攝影 

。晨曦舞蹈運動協會-「第一屆蘆洲市市長盃中東肚皮舞觀摩賽」活動特約攝影 

。中國文藝協會-「中國文藝獎章頒記者會暨頒獎典禮」活動特約攝影 

。撫台洋樓-「開幕記者會暨總統參訪行程」活動特約攝影 

。花蓮勝安宮-「王母娘娘下降六十週年聖典」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市政府商業處-「台北購物節永樂市場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老樹的故事特展開幕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博愛 25意創中心-「北門相機街風華再現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周秀月議員-「國民黨第十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特約隨行攝影 

。表演藝術聯盟- 「表演藝術聯盟 2009文化論壇」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市政府-「台北購物節百萬抽獎 Lucky購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二二八基金會-「霧峰林家特展開幕記者會暨總統參訪」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台北故事館封館音樂會」活動特約攝影 

。世紀舞匯-「聖誕節芭蕾舞募款餐會」活動特約攝影 

。上海台灣拜爾企業-「二岸拜爾人年會」活動特約攝影 

。聯合報-「達文西特展-誕生 558週年特別活動」活動特約攝影 

。原住民電視台-「WITBC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活動特約攝影 

。撫台街洋樓-「台北的老上海記憶特展」活動特約攝影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美育之旅八年有成記者會」活動特約攝影 

。中灣發展中心-「內灣美力學苑工作坊」外聘專家 

。博愛 25意創中心活動特約攝影 

。飛妮斯肚皮舞團活動特約攝影。 

。晨曦舞蹈運動協會-「第二屆蘆洲市市長盃中東肚皮舞觀摩賽」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光圈 25-「囍八啦畢業展(系列活動共十二場)」特約攝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藝紹興-南宋文化藝術特展」簽約儀式 

。國立故宮博物院-「最接近天空的寶藏-西藏文化特展開幕酒會」特約攝影 

。立法委員簡東明-「國防部海軍陸戰隊接收烏坵戰地政務首批駐軍參訪團」特約攝影  

。撫台街洋樓-「撫台街洋樓古蹟百年重逢茶會」特約攝影 

。華山藝文中心-「商禽文學展暨追思紀念會」特約攝影 

。新竹縣 2010義民文化季特約攝影 

。雲林縣政府-「城鄉局文學對談城鄉講座」特約攝影 

。波龍藝術有限公司-「瑞典波龍地毯新品發表會」特約攝影 

。花博故事館-「百年前台灣時尚生活展」特約攝影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2010重陽節向老農致敬活動「稻」你家唱歌城鄉同樂會」

特約攝影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交流協會-「活力 2010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

母語歌舞劇競賽」特約攝影 

。台北縣蘆洲市健康舞蹈運動協會-「九十九年度歲未成果展暨聖誕舞會」特約攝影 

。雲林縣政府城鄉處-「元長鄉五塊村讀冊館開幕活動/莿桐鄉建國百年系列活動」   

   特約攝影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交流協會-「活力 2011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

母語歌舞劇競賽」特約攝影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再造協會-「黑蝙蝠文化週系列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娃娃的故事特展」特約攝影 

。晨曦舞蹈運動協會-「第一屆蘆洲區中東肚皮舞觀摩賽」 特約攝影 

。二二八基金會- 「淡水河人文與二二八事件印記特展」 特約攝影 

。趣遊碗-「台北世界設計大會會場拍攝」 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娃娃變妝活動」 特約攝影 

。淡水街角博物館-「店家酷卡拍攝」 特約攝影 

。經濟部商業司-「新北市商圈輔導服務團暨行銷推廣計畫 」 特約攝影 



。元長鄉五塊村社區發展協會-「讀冊館週年紀念活動」特約攝影 

。建國百年基金會- 「百齡萬壽再造億萬福紙建國百年系列活動」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鈔票的故事特展開幕記者會」特約攝影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第四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頒獎典禮」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心築藝術祭開幕記者會」特約攝影 

。林淑蓮舞蹈教室-「2012第二屆蘆洲區中東肚皮舞觀摩賽」 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手提袋的故事開幕記者會」特約攝影 

。工研院-「昇陽國際半導體暨 SmartEnex合作簽約典禮」特約攝影 

。豆典股份有限公司-「燕歌行公演紀者會」特約攝影 

。三軍總醫院-「血友病友幸福 99九週年慶」特約攝影 

。台灣讀冊館社會關懷協會-「台灣讀冊館社會關懷協會成立大會」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甜點的故事開幕記者會」特約攝影 

。台灣讀冊館社會關懷協會-「101年度「守護雲海 福漁祈天」漁業推廣研習計畫」特約攝影 

。林淑蓮舞蹈教室-「2012歲未成果發表會」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開幕十週年特展」特約攝影 

。中興保全暨園產實業集團-「2012智慧綠建築特展」特約攝影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2012望年會」特約攝影 

。教育部-「2012社教公益獎頒獎典禮」特約攝影 

。中興保全暨園產實業集團-「2012智慧綠建築特展記者會」特約攝影 

。NEWAYS-「 表揚大會暨 FitChoice上市發表會」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開幕十週年慶暨賀卡的故事特展」特約攝影 

。新北市蘆洲區體育會-「102年舞蹈觀摩賽」特約攝影 

。趣遊碗-「第十七號作品-來碗府城 台南發表會」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走過中山橋──橋的故事特展」特約攝影 

。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抗戰總動員~戰時文宣暨生活特展」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2013台日中小企業菁英聯誼會」特約攝影 

。美妝節目-「2013女人我最大美妝大賞」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APO COE GP 綠色生產力實務研討會」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綠色生產力國際高峰論壇 暨 亞洲生產力組織綠色卓越中心啟動

典禮」特約攝影 

。新北市蘆洲區健康舞蹈協會-「歲末成果發表會」特約攝影 

。麗星遊輪-「麗星遊輪二十週年慶祝晚會」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算命的故事特展」特約攝影 

。中興保全集團-「中興保全集團更名 SIGMU記者會」特約攝影 

。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終尾牙活動」特約攝影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第六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頒獎典禮」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2014台積心築藝術祭-匈牙利鋼琴巨擘—安德拉斯 • 席夫 

(András Schiff  ) 首度訪台鋼琴獨奏會」特約攝影 

。Sigmu中興保全集團-「智慧宅展示中心開幕記者會暨影像資料庫建置」特約攝影 

。Nuskin-「V型人生新產品發表會」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亞洲生產力組織 綠色卓越中心諮詢推動委員會」特約攝影 

。Sigmu中興保全集團-「和泰汽車 AED建構 記者會」特約攝影 

。Sigme中興保全集團-「悠遊捷運 健康到站 健康便利站啟用記者會」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2014台日中小企業菁英聯誼會」特約攝影 

。Sigme中興保全集團-「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特約攝影 

。Sigme中興保全集團-「啟動地震防災產業新紀元 地震預警服務發表會」特約攝影 

。新北市蘆洲區健康舞蹈協會-「2014歲末關懷弱勢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Draft Program on GP Expert Panel Meeting」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APO第三屆綠色生產力國際研討會暨 綠色卓越中心成果發表與

未來展望活動」特約攝影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第七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頒獎典禮」 

。新北市蘆洲區健康舞蹈協會「2015年舞蹈觀摩賽」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小企業智慧聯網商機媒合會」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新產品發表商機媒合會」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台日中小企業菁英聯誼會」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未來能源。我作主 教育營隊活動」特約攝影 

。汐止觀光夜市-「中元普渡活動」特約攝影 

。汐止區觀光夜市-「中秋月暝 舞動夜市晚會」特約攝影 

。工業技術研究院-「跨越距離 攜手並進 台日企業合作經驗分享座談會」特約攝影 

。新北市蘆洲區健康舞蹈協會「2015歲末關懷弱勢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特約攝影 

。中國生產力中心「2015 APO綠色領導力國際論壇暨綠色卓越中心成果與展望」特約

攝影 

。新北市蘆洲區健康舞蹈協會-「2015聖誕舞會」特約攝影 

。台灣好基金會-「再生藝術工坊聖誕活動」特約攝影 

。Sigmu集團-「中興保全 X 大同 智慧家電結盟啟動記者會」特約攝影 

。聯盛集團-「全球發展會議-合縱連橫 共襄豐盛 歡迎晚會」特約攝影 

大小型活動攝影，如節慶、劇場、展覽，遊行集會，記者會活動拍攝百場以上。 

 

商品攝影~ 

。十分視覺整合設計公司-「國家設計獎」參賽作品攝影 

。百果園-「冰淇淋、果醬新品」網頁及 DM產品攝影 

。馬祖津源商行-「酒類新品」網頁產品攝影 

。囍輕食早餐店-「麵食新品」DM產品攝影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產品目錄」攝影 

。經濟部-「台灣一鄉一特色產品展」大溪參展產品攝影 

。思薇爾(Swear) -「家居服飾系列」產品攝影 

。水鳳凰飾品設計公司-「縷空、迴旋系列銀飾」產品攝影 

。普一股份有限公司-「牙醫專用 X光機」產品攝影 

。新社千樺花園-「產品 / 空間 影像資料庫」攝影 

。苗栗泰安服務區-「美食影像資料庫」攝影 

。蕓賞珠寶店-「商業空間」攝影 



。宜安居有限公司-「家居系列產品」攝影 

。愛米兒手作糖房-「全系列產品」攝影 

。南仁湖企業-「風味棧餐廳食品影像資料庫」攝影 

。G.PULSE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錶系列產品」攝影 

。Weng Collecktion-「精品包包影像產品」攝影 

。福來許咖啡館-「影像資料庫」攝影 

。G.PULSE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車錶系列產品」拍攝 

。百聯 / 宇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麗鷗與迪士尼授權商品」拍攝 

。東岸山林設計有限公司「服飾產品」拍攝 

。石園活魚餐廳-「高鐵專案、換季、新品菜單」拍攝 

。各式網拍商業攝影 

 

藝品攝影~ 

。秋惠文庫-「版畫收藏品出版拍攝」特約攝影 

。草屯手工藝研究所-「2008工藝之家大展」藝品攝影 

。藝術精品設計師-「總統府生活大玩家特展」參展作品特約攝影 

。藝品收藏家-「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藝品古物收藏」藝品攝影 

。士林官邸-「整修期間文物、藝品物流管理」特約攝影 

。私人收藏家-「古文物收藏品出版拍攝」特約攝影 

。添興窯-「添興窯五十八週年慶系列」特約攝影 

。陶藝家許朝宗先生-「泌園春雪大型作品」特約攝影  

。陶藝家許朝宗先生-「赴德國麥森系列創作」特約攝影  

。畫家鐘婉綺小姐-「人語 地景 風情畫-鐘婉綺 2015創作個展」作品拍攝 

        

婚禮攝影~ 

。見證數十對新人完成終身大事，步入人生另一階段。 

     



各式特約攝影~ 

。台中大里兒童藝術館-「網頁及宣傳手冊」特約攝影 

。格林文化出版社-「平面出版品」特約攝影 

。交大材料所-「外文網站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有機食品公司-「籌備期田野調查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室內空間設計師-「個人作品集」特約攝影 

。清寰管理顧問公司-「通霄地區觀光旅遊折頁及網頁」特約攝影 

。凹凸之外舞團-「舞台劇服裝設計暨劇照」特約攝影 

。新活水雜誌-「太陽之西。國境之南的灌溉傳奇」特約攝影 

。世界地理雜誌-「埃及開羅暨撒哈拉沙漠 / 黑白沙漠攝影團」特約攝影 

。翰陞創意有限公司-「馬祖四鄉五島酒品匠拍攝暨採訪計畫」特約攝影 

。台北文獻委員會-「西門紅樓創意+House 百年展」特約攝影 

。中衛發展中心-「服飾副料業創新商品共同研發實質合作輔導計畫」特約攝影 

。花蓮克萊堡休息站-「產品介紹」特約攝影暨海報設計 

。中衛發展中心-「新竹新埔義順傳統製冰廠流程平面廣宣」外聘專家 

。中衛發展中心-「台北市政府商業處餐飲業品質提升計畫」外聘專家 

。中衛發展中心-「Dan Ryan's芝加哥餐廳平面廣宣」外聘專家 

。經濟部-「幸福巴士影像資料庫建置」外聘專家 

。經濟部-「幸福巴士五大標竿遊程暨成果專刊」採訪拍攝 

。雲林虎尾-「眷村保存運動影像資料庫建置」特約攝影 

。社區營造學會-「莫拉克風災重建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台北故事館-「台北花卉博覽會空間改建」特約攝影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風雲三百年出版品」特約攝影 

。雲林縣新聞記者協會-「阮海口雲林人」封面攝影 

。雲林縣政府城鄉處-「社區綠美化競賽成果」特約攝影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99年品牌形塑計畫-品牌行銷策略規劃輔導」 

   工藝之家特約攝影 



。翰陞創意有限公司-「創新台灣品牌商圈四年計畫-馬祖津板小鎮地方商圈振興計畫」 

   特約攝影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忍冬-冷艷的幸福，馬祖文化創意商品開發」特約攝影 

。住宅美學雜誌-「台灣文化博覽會專題報導」特約攝影 

。個性首飾設計師-「系列作品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民意代表-「施政相關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趣遊碗-「2011台北世界設計大會指定禮品-設計交鋒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音圓唱片-「許富凱個人專輯最愛MV影像資料庫」特約攝影 

。台東縣政府-「2011IBAF世界少棒錦標賽台東縣長隨行」特約攝影 

。原住民族電視台-「原住民族電視台族語網站製作族語主播群拍攝」特約攝影 

。工研院-「工研院台日中小企業交流平台廣宣規劃與執行專案」特約攝影 

。世理地理雜誌-「榮梅號遊艇環島紀實」特約攝影 

。中衛發展中心-「101年度地方產業遊程及通路拓展計畫」特約記者 

。ALA International羽奕國際室內設計公司-「室內設計作品集」特約攝影 

。李陳國際室內設計公司-「室內設計作品集」特約攝影 

。福斯汽車-「CADDY無障礙計程車隊廣編稿」特約攝影 

。Sigmu中興保全集團-「六福村 AED設施廣編稿」特約攝影 

。Sigmu中興保全集團-「中華航空 AED設施廣編稿」特約攝影 

。作家-張守玉-「茱萸花 新書發表會」特約攝影 

。畫家-黃梅-「藝術創作個展」特約攝影 

 

其他~ 

。安特幼稚園畢業記念冊人像攝影 

。公司廠房年報特約攝影 

。國立體育學院花季攝影比賽評審 

。蔡東壁-「八十回顧攝影集」文字編輯 



。台北攝影器材同業工會-「六十週年攝影比賽」工作團隊 

。攝影網路雜誌(Photonet)-「測試報告專欄」特約作者 

。台灣攝影學會 2009年會工作團隊 

。雲林縣政府城鄉處社區綠美化競賽-實作 PK擂台賽委員 

。晶能科技公司-「文建會文創產業補助計畫-智慧手機 Formosa-Card平台」顧問 

。愛在飛翔國際志工公益廣告平面拍攝。 

。屏東縣牧丹鄉旭海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影像資料庫拍攝	 

。2012 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主題館影像資料拍攝。 

。「埶遊碗在餞行會」告別式攝影  

。2012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不老夢想環台逗陣行」二個月攝影志工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自由攝影的美麗與挑戰」專題演講	 

。中衛發展中心-「101年度地方產業遊程及通路拓展計畫」特約記者 

。中衛發展中心-「台北市專案管理總顧問團計畫成果專刊」外聘專家 

。台北市電腦工會-「印尼 XIRKA公司-Mr.Rudy主席來台活動」隨行攝影 

。台北市電腦工會-「郎坤集團-張軼韜總裁來台活動」隨行攝影 

。遊艇旅遊業者-「影像資料庫」拍攝建置 

。汐止觀光夜市-「活動宣傳」顧問 

。新北市文化局-「新北市藝術家地圖計畫-新店溪軸帶藝術家」工作團隊 

。黃金博物館-「遊客中心改建暨公路局公車整修」-短片拍攝 

。苗栗縣政府-「苗栗縣頭屋鄉休憩產業行銷發展計畫」-影像資料庫拍攝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5發現臺北---社區組織.在地服務系列活動~台北市社

會局社區影像短片」企劃拍攝製作 

         

 出版：	 

。2008客委會-「發現竹田水鄉的滄桑與契機」書籍特約攝影 

。2008社區營造學會-「社區營造系列書籍」特約攝影 

。2008「大城市小人物 5」台北博物生活進化論—台北市文化局	 



。2008「靜拾馬祖~看見風的地方」個人攝影集	 

。2009「西門紅樓百年故事書」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2009「2008 台灣工藝之家大展-自慢活」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2010「阮海口雲林人」雲林縣新聞記者協會	 

。2010「霧峰林家與台灣新文化運動」台北市文化局	 

。2010「東京之外、關東小旅行-漫漫散步 3日提案」時周文化出版	 	 

。2010「庚寅義民紀實」庚寅年義民節關西第九聯庄輪值祭典委員會	 	 

。2010「群島詩集」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2010「夢想之路」屏東縣政府文化局出版品(未出版) 

。2011「合力承擔 點亮台灣 一百個核電與台灣的故事」 台灣電力有限公司 

。2011「建國百年臺灣紡織之茁壯與風采」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2011「新北市總顧問團成果專刊」 經濟部商業司 

。2012「台灣生態小旅行」電子書 Mr.Travelo 

。2012「工研院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成果	 設計服務創新之鑰廣宣專刊」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2「娘子-許秀年」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2012「台北市條通商圈輔導專案文宣品」台北市政府商業處 

。2012「快樂的菜市仔雜誌 NO.11」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2013「遊艇 帆船好好玩」新北市動力小船協會(未出版) 

。2013「國家實驗研究院十週年專刊」國家實驗研究院 

。2013「蓽路藍縷。再展風華-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創立四十週年特刊暨影音專

輯」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2013.11 月出版)	 

。2013「客庄幸福味-桃園市客家餐廳整合行銷發展計畫」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	 

。2014「客庄幸福味-桃園市客家餐廳整合行銷發展計畫」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2014「我的父親/從漁翁島到綠島-山東流亡師生張敏之父子的人生路	 平面暨影音

專輯」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5「洞見-CPC60 週年慶特刊暨新版DM簡介」中國生產力中心	 

。2015「55 週年專刊」台裕橡膠公司	 



。2015「桃園藝術亮點叢書(曾現澄、何恒雄)」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15「新北市藝術家地圖叢書(藝觀左岸、藝登山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5「快樂ㄟ菜市仔雜誌(19-21 期)」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2015「共贏雜誌-中小企業互助合作輔導計畫成果專刊」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2015「104 年度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樂活菜市仔競爭力提升計畫-優良市集及

樂活名攤評核報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展覽：	 	 

。2008	 「靜拾馬祖~看見風的地方」攝影家手扎線上展	 

。2012「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心動台灣館」阿朗壹古道影像展	 

得獎：	 

交通部觀光局-「台灣美食照片特蒐比賽」獲優等獎二件，佳作一件    	 

作品集網址： 

picasaweb.google.com/brecosk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