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廣告設計／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10002 智利幸福微笑 曾一如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曾一如 王啟彭

TA10005 24毫米 王韻雅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王韻雅 王儀安 劉芷妤 曾鈺涓

TA10006 身心無礙 江奕汝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蘇祐萱、江奕汝、王沛婷、陳建博、陳宇、歐陽中昱 高從晏

TA10019 萬綠叢中一點紅 賴芊蓉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賴芊蓉 陳柏年

TA10020 這樣也被你看見？ 潘姿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潘姿宇 邱順應

TA10028 春節為什麼要吃櫻桃 章慧慧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系 章慧慧 於敏玲

TA10052 無時無刻點亮你的幸福 智利櫻桃 伴你一生 陳思妤 大明高級中學 大明高級中學廣設科 郭惠惠、陳思妤、郭惠惠、廖于甄、蕭童恩、謝雪洪 陳家敏

TA10053 偷嚐禁果 陳思妤 大明高級中學 大明高級中學廣設科 蕭童恩、陳思妤、郭惠惠、廖于甄、郭惠惠、謝雪洪 陳家敏

TA10077 櫻為有你，造就幸福 陳詠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詠淇 陳青志

TA10081 櫻你而璀璨 劉子滽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劉子滽 陳青志

TA10099 早就櫻該，發現你 李涵筠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涵筠 陳青志

TA10113 櫻味愛 吳珮緹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呂佳謙、吳珮緹 張邑丞

TA10118 Cherrish the moment(珍惜當下） 王基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楊汐琛，黃珍理 馬慈均

TA10120 種櫻桃比種草莓幸福 張恬瑜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恬瑜 魏碩廷/胡發祥

TA10121 看電影配櫻桃要來得幸福 張恬瑜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恬瑜 魏碩廷/胡發祥

TA10125 幸福三重奏 劉力綺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劉力綺 陳柏年

TA10146 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 黃馨儀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馨儀 黃子容

TA10147 幸福 謝佳臻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無 黃子容

TA10151 智利櫻桃之幸福正當HOME 賴玉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賴玉麟 黃子容

TA10170 家的好選擇 陳瑞達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陳瑞達、紀玉靜 曾鈺涓

TA10190 尋知櫻 楊庭瑋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楊庭瑋 陳青志

TA10191 智利櫻桃 櫻為有你 黃宇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宇謙 羅妙如

TA10193 紅綠燈 魏曉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自己 羅妙如

TA10211 沒有公主病 只有公主命篇 蔡佩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媒體傳達組 蔡佩吟 李子庭

TA10217 千里送櫻桃 劉子英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劉子英、曾靖雅、龍則霏、賴奕樺、賴宣聿 葉如恩

TA10221 有福共饗 黃莉媞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彭賢安、湯蕙菁、黃莉媞、蘇文慈 葉如恩

TA10226 過年家甜嘴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胡晴雯、林綺柔、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10228 這就是幸福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胡晴雯、林綺柔、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10233 再遠也值得 石霈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沒體設計系 石霈鈞 郭龍文

TA10236 吃智利 補智力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曾美欣、林綺柔、胡晴雯、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10237 我最好的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曾美欣、林綺柔、胡晴雯、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10239 櫻為有你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莊欣儒 羅光志

TA10257 櫻為你 更幸福 梁潔宜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梁潔宜 任苙甄 許翰殷

TA10259 智利櫻桃之胸部篇 范薑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遊紫嫺/薑沛妤/許庭維/蔡佳諭/王之姸/陳宜汶 羅光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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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0263 智利櫻桃海報 郭萌衣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柏緯 呂展毓

TA10267 櫻為你值得 陳珆君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 陳珆君 陳明渝 鄒永勝

TA10268 不容置疑的高貴 廖亭聿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廖亭聿 陳清志

TA10287 水果中的紅寶石 張晏庭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晏庭 姓名：陳合成 職稱：助理教授 連絡電話：0939-898561 E-Mail：steve@cyut.edu.tw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視覺傳達設計系）

TA10288 櫻為你 夏冰清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 夏冰清 吳貞儀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羅光志

TA10293 櫻桃等於0 林暐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林暐捷 羅光志

TA10304 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 莊盈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莊盈蓁 楊碧珠

TA10305 怦然心動的美味 林嘉琦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嘉琦 陳書惠

TA10311 想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嗎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楊碧珠

TA10312 快樂櫻桃 蔡博諭 醒吾科技大學 Hsing Wu University 蔡博諭 黃國玲

TA10315 幸福 其實很簡單 羅敏靖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羅敏靖 蔡昕融

TA10324 幸福的微光 邱孟涵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孟涵、陳彥婷、廖盈嵐、徐順蘋、林欣潔、葉靜蓉 劉冠辰

TA10338 對症下藥 陳彥婷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彥婷、葉靜蓉、邱孟涵、徐順蘋、林欣潔、廖盈嵐 劉冠辰

TA10343 擁獻幸福 劉蕙綺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蕙綺 杜雅雯

TA10344 櫻樂 欒雯婷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欒雯婷 黃國玲

TA10346 The Cherries 吳維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吳維瑄 郭龍文

TA10351 忍不住了 陳柔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柔安 郭龍文

TA10357 CHERRY BOMB 童琬雲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童琬雲 劉冠辰

TA10358 致上誠摯的真心 羅婷雲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婷雲 劉冠辰

TA10359 幸福正當紅 李欣芸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欣芸

TA10360 幸福時刻 賴奕伶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賴奕伶、王育涵 黃國玲

TA10370 讓你的每一天都特別 吳仕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仕邑 劉冠辰

TA10375 『食』尚 林欣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欣潔、陳彥婷、邱孟涵、徐順蘋、葉靜蓉、廖盈嵐 劉冠辰

TA10382 暖心時刻 李旻蔚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本人 楊碧珠

TA10384 陪你度過好時光 徐羽彤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羽彤/陳玟伶/鄺雪儀/郭明奕 劉冠辰

TA10391 一口桃醉 十分喜悅 王子情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子情 陳渝珊 洪睿傑

TA10399 幸福正當紅 高詩晴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高詩晴 高榮利

TA10400 櫻你而美,桃醉其中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羅紫芸.陳怡君.楊祐毓.陳佳霈.楊祐甄.劉又榕.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

TA10403 愛櫻斯坦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陳怡君.楊祐甄.羅紫芸.楊祐毓.陳佳霈.劉又榕.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

TA10405 來顆櫻桃吧! 王威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威凱 黎皓威 鄭宇倫 吳仕邑 陳韋成 賀琨錦 陳品希 劉冠辰

TA10412 我們都是菁櫻 詹伯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術科 詹伯謙 王世寧 陳翊綺 楊季霖 黃新惠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414 在一起最歡樂 林亞君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亞君 羅妙如

TA10420 每個月都對你有無限的思念 / 每一天都對妳有滿滿的愛戀 祝艾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祝艾鈴 翟治平

TA10425 智利櫻桃 林聿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林聿芳 胡育婷

TA10426 幸福每一刻-智利櫻桃 陳勤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勤

TA10434 初四迎灶神-好團圓篇 言好事篇 凃姍妮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婕 呂昭慧

TA10447 智利櫻桃-紅運當頭 蔡學堯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2A 蔡學堯 黃元禧

TA10450 與你分享，幸福時刻 黃詩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詩蓓 趙飛帆



TA10451 連動物們也愛的智利櫻桃 陳鹹均 景文科技大學 資管系數位多媒體組 陳咸均/廖盈嵐/陳婷妤 劉冠辰

TA10461 只有紅布會讓我狂妄嗎? 楊於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於萱/楊錡樺/申旻鑫/李采玲 劉冠辰

TA10462 智利櫻桃之堅持嚴選 詹伯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術科 王世寧 陳翊綺 楊季霖 黃新惠 詹伯謙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466 家喻戶曉的櫻桃 徐慧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慧瑉 劉冠辰

TA10468 幸福的世界奇觀系列 蔣晧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蔣晧晨/黃致豪/趙建鈞/陳星岑/陳湛穎/陳孟鈞 劉冠辰

TA10471 櫻節福滿門 薛綺婷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薛綺婷 黃國鈴

TA10479 新春紅 ,櫻桃紅 蔡佳樺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蔡佳樺 陳韻年

TA10486 分享．幸福．時光 申旻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采玲，楊於萱，楊錡樺 劉冠辰

TA10504 櫻你而幸福 江欣穎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江欣穎 馮冠超

TA10509 分享等於快樂 劉美汝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姿芳 黃國玲

TA10526 Cherry Superman 莊晴之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莊晴之、李婕如 黃國玲

TA10527 它「 」超乎你想像？ 周嘉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周嘉慧 王冠棋

TA10550 團圓相聚就在這一刻 黃培蕾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辛宜婕、季艷秋 侯文治

TA10560 點心吃櫻桃 王姿婷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姿婷 林傑森、李耀華

TA10564 幸福小工廠 李沛蓉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沛蓉 黃國玲

TA10568 愛上智利，華盛頓『不』砍樹。 黃芊文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蘇鴻昌

TA10576 幸福正當紅-我們的第一次 陳昱妃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昱妃、塗玟慬、蘇鬱心 呂昭慧、黃治蘋

TA10578 美味一擊 何孟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劉鈺雲、連思婷、蕭淽涵 劉冠辰

TA10579 轉吧轉吧 鍾瓈寬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雅婷，孫子婷，鍾瓈寬，張真 餘淑吟

TA10580 智利櫻桃 氣勢如紅 趙貞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姚孟新，廖立蓁 劉建成

TA10584 櫻桃通緝令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陳怡君.楊祐甄.楊祐毓.陳佳霈.羅紫芸.劉又榕.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

TA10600 我只找，智利櫻桃。 陳鬱築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鬱築

TA10601 幸福櫻桃歌 柯雅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柯雅馨 趙飛帆

TA10606 一同擁有 盧侑邑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盧侑邑 杜雅雯

TA10608 櫻桃給你滿滿的力量 何孟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劉鈺雲、連思婷、蕭淽涵 劉冠辰

TA10609 開啟wifi是分享的開始 吳瑜宣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瑜宣 胡發祥、魏碩廷

TA10613 享吃櫻桃 陳思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思樺 趙飛帆

TA10614 用愛裝飾 鍾育翎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鍾育翎 陳麗秋

TA10616 時過境遷 李若彤 other 資訊傳播學系 李若彤 陳麗秋

TA10621 新年到，紫氣東來！ 葉子菱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子逸,葉子菱 黃治蘋

TA10622 福到春到櫻桃到 劉景宜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劉景宜、江宥霖、蔡雅萍、俞子筠 方菁容

TA10624 O顆櫻桃的距離 方彤先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方彤先、鄭心驊、劉亭昀 詹朝棟老師

TA10641 櫻桃的誘惑 賀琨錦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賀琨錦 劉冠辰

TA10650 信不信這是紅寶石 蔡宜庭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蔡宜庭 馮冠超

TA10660 就是櫻桃 羅秀鳳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羅秀鳳 杜雅雯

TA10664 鮮在嘴裡，紅在心裡 賴得詒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賴得詒 馮冠超

TA10668 有了你,幸福更加完整 楊宜璿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宜璿 陳合成

TA10691 幸福，只櫻有你 黃桂琳 樹德科技大學 黃桂琳 黃桂琳、黃妍雅、柯慈巖、劉蓁 蘇鴻昌



TA10709 幸福漫步生活 許家源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許家源 杜雅雯

TA10710 幸福櫻桃 陳欣璟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欣璟、林妍汝 蔡昌吉

TA10713 致你每日好氣色 蔡惠雯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心慈、陳安、楊尹童、蔡惠雯 方菁容 老師

TA10714 守護你的健康 林亞褕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林亞褕 陳麗秋

TA10718 如同炸彈般的戀愛禁果 蔡林樺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蔡林樺 蘇昱宏 洪睿傑

TA10722 幸福喜悅如影隨形 張雅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雅婷 吳汶慧 趙飛帆

TA10723 就是要你 卓玲雪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奕晴 吳曉晴 卓玲雪 藍偉憲

TA10726 櫻你而美麗 吳靜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吳靜妍 胡育婷

TA10742 知否知否，「櫻」是幸福正當紅 陳又嘉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又嘉 陸霈 彭子齡 張庭瑜 方菁容 餘淑吟

TA10743 櫻桃吃智力 CHUN CHIEH CHEN 醒吾科技大學 Hsing Wu University 無 黃國玲

TA10746 上世紀的美味留給這世紀的你 李詠禎 other 廣告設計科 李詠禎 姚冠廷 劉彥麟 梁俊傑

TA10747 櫻素 李宜謙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宜謙 許翰殷

TA10752 智利紅寶小巧 羅鬱琁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羅郁琁 李昕曈 吳家琪 李宜縉 黃榆芝 陳良蕙

TA10753 歡樂時光，與悠揚弦律一起 林芷萱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芷萱 呂昭慧

TA10758 人山人海 許鈞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許鈞凱 張佳涵

TA10761 並非偶然 楊予寬 景文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學系 楊予寬 劉冠辰

TA10764 表白 吳欣庭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欣庭 黃詠芹 許明聖 蔡昌吉

TA10766 囍結良緣，幸福滿櫻 陳又嘉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又嘉 陸霈 彭子齡 張庭瑜 方菁容 餘淑吟

TA10769 櫻你,我在 康靜倪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康靜倪、郭芳岑、王孟芸、楊佩君 余淑吟、方菁容

TA10777 櫻桃大戰爭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陳怡君.羅紫芸.楊祐毓.陳佳霈.楊祐甄.劉又榕.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778 正當紅的運動 魏慈育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魏慈育 杜雅雯

TA10780 櫻你出色 蔡惠雯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心慈、陳安、楊尹童、蔡惠雯 方菁容 老師

TA10784 幸福正當紅包裝設計 李文琦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明學院3+1專班 李文琦 黃庭超

TA10799 春聚 蘇子晴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蘇子晴 萬興蕙 陳冠沛 蔡昌吉

TA10801 櫻雄 江婉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江婉亭 陳立恩

TA10814 櫻桃小可愛 李宛姿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李宛姿 陳立恩

TA10815 就是要櫻桃 衛家莉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衛家莉 馮冠超

TA10816 健康櫻桃健康生活 張雅淳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雅淳

TA10822 賭一把吧 ! 林心倫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廷宇、林心倫、蔡學富 藍偉憲、蔡昌吉

TA10823 櫻而....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楊祐毓.陳怡君.楊祐甄.陳佳霈.羅紫芸.劉又榕.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825 櫻桃 吳胤華 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美術工藝科 吳胤華 林詠欣

TA10826 幸福必備-櫻桃 馮筱珺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馮筱珺 黃元禧

TA10841 智利櫻桃000 李柔蒨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林炘楷，李柔蒨 ，孫翊媗 ，餘幼稜，蔡昀臻 陳良蕙

TA10851 屬於我們的那瞬間 顏采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顏采葳 陳立恩

TA10854 櫻樂交響曲 林芊佑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芊佑 林育萱 黃珮婷 蘇鴻昌

TA10863 默默的愛 蔡智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無 陳立恩

TA10872 嘴中綻放的紅色炸彈 陳泓宇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泓宇 馮冠超

TA10889 智利櫻桃，春節喜樂 洪於茹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洪于茹、郭倍瑄 呂昭慧、黃治蘋



TA10894 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胡愷珊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胡愷珊、沈芝玉、符雅雲、姜柔安 余淑吟、方菁容

TA10895 辦公室裡的櫻桃時刻 程翊琇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陳勇鍵，程翊琇

TA10897 傳承 蔡加妍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加妍.許宋易 陳合成

TA10899 最好的 林俞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林俞秀 陳立恩

TA10903 智利櫻桃 鄭穎筠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鄭穎筠 張佳涵

TA10909 順暢好健康 藍庭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藍庭葳 呂威瑩

TA10910 櫻桃傳情 曹茹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曹茹茵

TA10916 春節佳餚，智利櫻桃 沈宛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沈宛貞 蔡昕融

TA10920 紅運當頭 許心平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陳柑蓓 / 許心平 蘇鴻昌

TA10926 你有智利櫻桃，還要...？ 王碩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碩慈 曹融

TA10927 吉祥過新年 洪任賢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洪任賢 黃鬱升

TA10929 白雪公主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TA10936 不在乎天長地久 李艾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李艾倫 郭龍文

TA10940 一圓復始 洪玉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 賴子晴、林宛菉 劉建成

TA10942 Cherished 王佳敏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佳敏 黃國玲

TA10944 福祿壽 羅羽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羅羽柔 陳立恩

TA10947 今天媽媽有點溫柔? 陳鈺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陳鈺婷 陳立恩

TA10951 紅花富貴 塗瑞珊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塗瑞珊 李新富

TA10954 分享幸福的紅色 楊藥智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楊藥智、陳泓宇 馮冠超

TA10964 美顏櫻桃 黃歆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萬侑瑉、廖品棋、黃歆茹、曾采盈、白媛睿 、黃珮甄、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965 測量 洪珮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沒體設計系 洪珮綺 郭龍文

TA10968 櫻為有你 呂右潔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胡惠娟 呂右潔 朱怡璿 藍偉憲

TA10970 讓你白裏透紅，幸福正當紅 林子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林子嫙 陳立恩

TA10975 肌肉櫻桃 黃歆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萬侑瑉、廖品棋、黃歆茹、曾采盈、白媛睿 、黃珮甄、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0977 原來是櫻桃！？ 吳曼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吳曼萍 陳立恩

TA10992 櫻櫻期盼，只為幸福。 陳盈盈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盈盈、何欣蓉、陳虹潔 蔡昌吉

TA10996 天然化妝品 陳曉鋆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曉鋆 藍偉憲

TA10997 幸福的顏色 張妤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張妤華 陳立恩

TA10998 鮮 張育誠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育誠 黃子容

TA11002 人工的測量，品質的保證 曾琬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曾琬雯 黃子容

TA11004 櫻桃年節系列 李妍慧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妍慧、黃子傑、鄭宇淳 藍偉憲

TA11012 櫻你桃氣，櫻你桃喜 姚欣妤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姚欣妤 黃元禧

TA11017 陪你一起 高芥芸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 高芥芸 杜雅雯

TA11020 唯我 沈奕均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產業組 沈奕均 李新富

TA11024 好大粒 吳翊豪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 吳翊豪 馮冠超

TA11027 剪出幸福時刻 陳佳瑜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佳瑜 林季薇 黃䕒慧 林芷君 方菁容

TA11028 智利櫻桃幫你補血 林俞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林俞萱 陳立恩

TA11032 幸福正當紅 江佩娟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瓊櫻 江佩娟 溫翎婷 陳冠樺 蔡昌吉



TA11034 給你每天23寸的小蠻腰 周冠學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周冠學 翟治平、黃鬱升、賴嶽興

TA11036 智利櫻桃－歡樂頌篇 葉坤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葉坤霖 廖珮玲

TA11037 掌握幸福 吳美嬡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美嬡 魏碩廷

TA11055 吃出自然美 黃語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黃語絹 何義德 陳渰之 李俊鴻 洪聖勛

TA11061 櫻為有你 範四巽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範四巽、許嘉麟、葛靚虔、黃子庭 李耀華

TA11070 櫻桃來了 張心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張心瑜 郭龍文

TA11072 幸福，簡單的簡單 賴佳儀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賴佳儀 李耀華

TA11074 禮盒附加包裝設計 - 雙倍幸福 朱家宏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朱家宏、許宜安、陳法綸、劉紘瑄 餘淑吟

TA11087 愛上櫻桃，就是一輩子。 孔婕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楊築雅 孔婕語 廖珮玲

TA11089 櫻桃小姐 李奕璿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李奕璿、王儀錚、顏愷、陳奕安 餘淑吟

TA11092 櫻為有妳，桃醉不已 周鈺晴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周鈺晴 馮冠超

TA11094 智利櫻桃帶你體驗幸福滋味的綻放時刻 吳凰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凰嘉 邱順應

TA11103 美麗審判，由我主宰 羅幼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羅幼娟 邱順應

TA11106 屬於我的幸福紅 王韋茜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詩茜、陳品蓁、王韋茜 蔡昌吉

TA11113 穿越時空愛上它 高桂羚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自己 邱順應

TA11114 只想飛到你身邊 陳向前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向前 程思佳 鄭鈺 龔君浩 馮冠超

TA11116 智利櫻桃之就要桃抱抱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張雅涵 林秀芬 廖彩琁 王芊茵 劉芝函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11120 Cherries say cheese 林熠婕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林熠婕 李耀華

TA11124 綻放幸福 陳美慧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顏慧怡、陳美慧 呂昭慧

TA11137 幸福團圓 陳彩靜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係 陳彩靜 張露心

TA11140 在幸福的路上。 高川育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高川育 林靜芝

TA11141 智利櫻桃之幸福總是來的快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廖彩琁 張雅涵 林秀芬 劉芝函 王芊茵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11144 智利櫻桃之只櫻為你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廖彩琁 張雅涵 林秀芬 劉芝函 王芊茵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11149 紅色範上桌倍兒有範 林芷君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芷君 唐祥程 洪睿傑

TA11151 獻櫻情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蘇靖寧、李怡茹、汪姵昕、許詩嫻、邱彩瑛、艾詩芸、陸乙瑄、許家菱、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TA11159 甜蜜蜜女孩 李家淳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周鈺璿、簡頎晉、李家淳、李翊平、張瑋真、莊忞秝 陳良蕙

TA11168 殭屍櫻桃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TA11171 智利櫻桃之運動賽事篇 林羽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嵙 許庭瑄、林羽珮、王彤、張羽媗、蘇陳諠玟、顏維庭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1177 螞蟻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TA11178 流行櫻色 林羽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嵙 林羽珮、許庭瑄、王彤、張羽媗、蘇陳諠玟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11180 創造亞當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林劭宇 陳虹樺 陳宥蓉 許郁欣 高婕 蘇美瑜 戴莉芸 林坤毅 李俊龍 陳良蕙

TA11185 櫻春 陳乃瑄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嘉珈 陳乃瑄 李佩芸 蔡昌吉

TA11189 缺鐵 鍾維玲 育達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鍾維玲、宋艾淩、李芯綺 顏子欽、黃俊榜

TA11196 為你加分 楊舒琄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戴儀雯、楊舒琄 顏子欽、黃俊榜

TA11206 新年來祝鶴 呂宜庭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呂宜庭

TA11208 擁有幸福只需要智利櫻桃 趙靖榆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趙靖榆 馮冠超

TA11213 最幸福的味道 陳冠廷 育達家商 多媒體設計科 陳冠廷 黃昱幃

TA11214 獻給摯愛的紅色幸福 黃榆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 黃榆珊 趙飛帆



TA11219 智利櫻桃之12生肖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李韋妮 張雅涵 廖彩琁 林秀芬 劉芝函 王芊茵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林楷博

TA11222 幸福從新開始 蕭如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蕭如佑 陳立恩

TA11226 缺你不可 郭沛翎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郭沛翎 李新富

TA11230 CHERRY 李惟暄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謝育晴 李惟暄 劉映汝 簡均伃 張永翰 陳良蕙

一般廣告設計／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10001 幸福時刻 智利櫻桃 鄧鎔萱 other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鄧鎔萱 陳柏年

TB10009 戀情，櫻你加溫 張詠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詠芳、康如汎、葉心渝 林承謙

TB10010 櫻此更好-化妝篇、櫻此更好-健身篇、櫻此更好-求婚篇 廖奕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廖奕涵、郭沛岑、陳彥君、劉冠汝、林芷璇 林承謙老師

TB10014 智利櫻桃三部曲-父百戰百勝分享篇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嘉駿、朱軍達、王柔棻、蘇奕誠 梁丹青

TB10015 智利櫻桃三部曲-小愛甜蜜分享篇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嘉駿、朱軍達、王柔棻、蘇奕誠 梁丹青

TB10019 純粹的幸福 賀信誠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賀信誠、李冠霆、黃欐雅、吳雅琪、陳恩柔、林奕澤 洪瑞陽

TB10021 差一分，也可以很幸福 許嘉玲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許嘉玲，周黃紫玲，蔡欣橞，張育瑄，吳佳麗，李柔霈 黃儀婷

TB10022 智利Cherry，就是喜歡你! 宋琇妤 other 多媒體設計科 宋琇妤、郝子攸、梁家睿、沈木堂、李朕全、高元佑、林於倫、陳昭蒑 謝泯翰老師

TB10023 櫻了個桃 張子欽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系 曾亦欣、張子欽、張敏、李文靜、鄭家寶 鄧博澍

TB10025 紅色幸福來拜年 呂佩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佳穎 劉溢豐 趙飛帆

TB10026 女孩的桃花寶典 張若芸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玟綺/汪惟筠/林孟萱/張若芸 方菁容

TB10045 櫻桃成熟時 賴育珊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周元貞、賴育珊、詹欣怡、謝茹芸、向品潔、李冠吾 劉政銓

TB10047 櫻桃的輕甜滋味 謝宗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謝宗達 鄭雅棠 李昕陽 黃子娟 翟治平

TB10049 如果你有一個神燈，你會許什麼願？ 陳愉安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愉安、邱于芸、劉育綸、蘇海晴、李鐛涵、陳鋭 黃儀婷

TB10064 櫻桃紅了我們也熟了 陳冠臻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陳冠臻、黃珮雅、楊翊嘉、李珮慈、陳妍如、廖堉蓁、曾雅文 黃思裕

TB10068 紅運當頭 張智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智瑜、廖欣怡、鄧祖婷、蘇芃云、許慈珉 趙飛帆

TB10083 櫻桃偵探 翁方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沈攸、柯俊安 羅逸玲

TB10086 Cherry Cherish 方暐婷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方暐婷 黃羚善 黃詩婷 侯文治

TC10008 給你三個美麗的願望 李昕庭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蔡玟萱、石曜銘、賴雅筠、何鈺惠、李昕庭 馬廣毅

TE10004 智力櫻桃 蔡翔惠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龔富妮、蔡翔惠、盤思伶、蔣郁舒 黃思彧

TE10011 紅色的幸福時刻 王馨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張瑋庭 王馨儀 陳柏年

TE10018 分享幸福 徐欣慧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徐欣慧 林靜芝

TE10020 分享手中幸福 黃嬿儒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無 葉冠麟

TE10027 智利囝桃 林俐妤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林俐妤、潘嘉臨 紀俊年

TE10032 年年有櫻桃 陳倚萱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陳倚萱 李勤雯 陳柏年

TE10034 幸福的時刻 櫻為有你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曾美欣、鄭鈺陵、莊欣儒、梁睿珊、楊濬璟 羅光志

TE10041 天然櫻桃，自然美好 李韻如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李韻如、葉珮文、羅靖雅、張淑雅 陳柏年

TE10044 幸福時刻！ 江文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江文心 廖志忠

TE10047 櫻新賀歲 迎新年 黃洪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陳柔伶 黃洪琳 廖珮玲

TE10054 Everyone's cherry 張彤萱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沈鈺庭 張彤萱 林佳鴻

TE10055 有一種幸福，一直都在 張議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議 羅翊 張佑丞 曾威齊 方菁容 余淑吟



TF10003 來點櫻桃吧! 王若涵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妍蒨、蕭怡文、王若涵、楊舒婷 餘淑吟

TF10011 幸福正當紅 陳佳瑜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佳瑜 黃䕒慧 林季薇 林芷君 方菁容

TR10003 接吻的滋味 林安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安俞 趙飛帆

一般廣告設計／掌閱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20034 沒有國界 只有掌閱 石霈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沒體設計系 石霈鈞 郭龍文

TA20039 只有你，才能裝得下我的法寶。/只有你，才馴服得了我的好動。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20040 坐擁書城 彭莉方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彭莉方

TA20042 麻雀雖小，應有盡有，視野無限。 孫嘉孜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孫嘉孜 陳青志

TA20043 找尋屬於你的那顆星 吳玟儀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系 無 陳青志

TA20049 《掌閱書下你和我》 廖美怡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廖美怡，鄭心貽，葉嘉瀧，賴建強 馬慈均

TA20056 書適生活圈 吳垚杉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吳垚杉 陳青志

TA20068 掌悅 紓壓 李大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大雍 黃子容

TA20070 陶冶心智 王亭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我 黃子容

TA20073 《你有聽過掌閱嗎？》 廖美怡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廖美怡，鄭心貽，葉嘉瀧，賴建強 馬慈均

TA20076 拿起書就倒 用掌閱就好 馬晨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馬晨允 黃子容

TA20082 閱天下，掌未來 戚鄴方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章冰枝 陳合成

TA20092 活在你的書適圈 李芳承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芳承 楊碧珠

TA20097 造就不凡，看掌閱／看掌閱，造就不凡 伊與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伊與晨 劉冠辰

TA20098 有了掌閱,沒有邊界 唐子淩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唐子淩

TA20117 減重好困難 廖弘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無 楊碧珠

TA20143 閱雨 王之妍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王之妍 蔡佳諭 陳宜汶 許庭維 范薑沛妤 黃舒亭 遊紫嫺 薑沛妤 羅光志

TA20146 如果掌閱出現在古代 林佩誼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鄧愷威 林佩誼 廖昊品 陳韋宏 範植霖 蔡語暄 羅光志

TA20175 掌中保鮮 陳思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思蓉 劉冠辰

TA20178 掌握生肌 張軒睿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軒睿/莊盂傑/師博義/武冠陞 劉冠辰

TA20191 掌閱，閱世界 邱湘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邱湘庭、黃之瀅 陳韻年

TA20202 喜歡說故事的人 施宛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施宛淇 邱順應

TA20209 連外星人都怕的智慧 許祖寧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祖寧 楊碧珠

TA20211 閱讀當然也要很佛系 徐慧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慧瑉 劉冠辰

TA20219 掌閱●陪伴 王玉娟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玉娟 黃國玲

TA20233 如果人生是一場戰鬥，那閱讀就是武裝自己的方式 馬晨瀚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馬晨瀚 尚祚恒

TA20240 有掌閱陪我就好了 吳志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志昇 邱順應

TA20241 書跑去哪了? 武冠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武冠陞/張軒睿/師博義/莊盂傑 劉冠辰

TA20252 掌閱，就是這麼簡單﹑輕鬆﹑可靠。 黎皓威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黎皓威﹑陳品希﹑吳仕邑﹑鄭宇倫﹑王威凱﹑陳韋成﹑賀琨錦 劉冠辰

TA20253 知識就是力量 詹伯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術科 詹伯謙 王世寧 陳翊綺 楊季霖 黃新惠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254 一個人也能 詹伯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術科 詹伯謙 王世寧 陳翊綺 楊季霖 黃新惠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267 日記 曾子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子風/洪柏榕/陳宥璿/黃心怡 劉冠辰



TA20272 取經，不要跋山涉水千萬裡。 張雅棋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雅棋 藍偉憲

TA20276 掌閱！想像力無界限系列 蔣晧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蔣晧晨/黃致豪/趙建鈞/陳星岑/陳湛穎/陳孟鈞 劉冠辰

TA20279 閱讀無上限 浩瀚你眼界 傅儀文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傅儀文 林家瑜 梁丹青

TA20281 掌閱新世界 林蓓恩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蓓恩、邱珮淇、林敬軒、王珮甄、郭靜芳 黃俊榜

TA20288 等待是成功的一半 賴俊穎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賴俊穎 陳柏年

TA20292 閱讀 吳宇恩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宇恩/李嘉茹/陳冠慈/廖羿茹/邱詩容/葉力宏/蔡佳琪/王俐心/林言臻 劉冠辰

TA20305 Ready NO Broken line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何孟軒、童琬雲、蕭淽涵、劉鈺雲 劉冠辰

TA20310 掌出你的新視界 李沛慈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沛慈.彭筱綺 李新富

TA20317 閱讀掌閱 想像無限 陸憶庭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陸憶庭 魏碩廷 胡發祥

TA20319 真實再現，身歷其境 彭雅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彭雅鈺 呂威瑩

TA20330 掌「閱」你的生活 鄭亦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思朵 呂展毓

TA20333 掌閱，給你不同的世界 黃心儀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心儀、吳怡賢、藍聖茹 方菁容

TA20340 量身訂製的圖書館 許捷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捷婷 曹融,趙飛帆

TA20343 享受一個人的圖書館 張祖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張祖豪 陳立恩

TA20345 掌閱，掌握你的閱讀 曾妮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曾妮 陈柏霖 曾子怡 方佩佩 劉冠辰

TA20348 身歷其境 張芸瑄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張庭語、翁晨庭、張芸瑄、鍾詩瀅 方菁容

TA20354 掌閱，讓你置身圖書館 張瑋珊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渝鈞 田世綸

TA20361 掌握世界 蔡念庭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蔡念庭

TA20362 心動? 林鬱軒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鬱軒 黃國玲

TA20366 不需雙手雙眼也能讀好書 陳昱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陳語萱 翟治平

TA20369 成掌的重要關鍵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20371 越讀者 呂淑惠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呂淑惠 杜雅雯

TA20376 神掌閱 吳沂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吳沂蓁 曹融

TA20379 掌閱，天天更新 葉詩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葉詩敏 邱順應

TA20386 任何你想看的 劉有朋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劉有朋 蔡昕融

TA20397 掌海、陸、空閱 林璽珺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林璽珺 馮冠超

TA20398 各司其職 李俊曄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俊曄 杜雅雯

TA20406 現在，就是未來 彭雅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彭雅鈺 呂威瑩

TA20407 一手掌閱，掌閱世界 李雅文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雅文 黃國玲

TA20412 跑步機 郭育丞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郭育丞、周均叡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414 ㄧ手就能掌握天下事 郭育丞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郭育丞、周均叡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415 掌閱-新三上運動 蔡語暄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蔡語暄 顏君瑋 許鼎睿 徐霈築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袁桂婷 羅逸玲 羅光智

TA20423 無法抵擋的閱讀慾 朱映愷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朱映愷 蔡昕融

TA20424 讀你所愛 吳嘉瑜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潘俐卉 . 吳嘉瑜 黃國玲

TA20428 你不可不知的偉人小秘密 陳妤慈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妤慈 陳映潔 蘇芷琪 邱子容 餘淑吟

TA20439 手掌心 池意如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池意如 杜雅雯

TA20443 四肢簡單 頭腦發達 蔡宇馨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薛嘉琳 林煒翊 蔡宇馨 蔡昌吉 藍偉憲

TA20445 有了掌閱，我也不是井底之蛙 李家淳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李翊平簡頎晉李家淳張瑋真周鈺璿莊忞秝 陳良蕙



TA20448 聲臨其境 羅鬱琁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羅郁琁 李昕曈 吳家琪 李宜縉 黃榆芝 陳良蕙

TA20457 掌閱 李柔蒨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李柔蒨/餘幼稜/蔡昀臻/孫翊媗/林炘楷 陳良蕙

TA20463 掌閱，掌悅 陳詩翰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陳詩翰 徐蔚萍 張苡芊 鄭蓉 施君穎 鐘於慈 陳良蕙

TA20465 一手握掌閱，拯救綠世界 許中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中瀚 趙飛帆

TA20467 查無此書 鄭合妘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鄭合妘 黃元禧

TA20468 唯我獨醒 沈佳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沈佳欣 陳立恩

TA20471 聽書 陳詩翰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陳詩翰 徐蔚萍 張苡芊 鄭蓉 施君穎 鐘於慈 陳良蕙

TA20479 掌閱-環保篇 紀至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呂懿庭、鍾蕎安、紀至涵、周姵妘、張禮聿

TA20481 孤島 甘涵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甘涵如 邱順應

TA20482 掌閱-英雄篇 紀至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呂懿庭、鍾蕎安、紀至涵、周姵妘、張禮聿

TA20487 一本掌閱，傳承代代的心願 林奕姍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奕姍 張盛權

TA20495 你想要的，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曾靜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曾靜婷 邱順應、詹玉艷

TA20515 瞭如指掌，及時行閱 李安婷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安婷 張盛權 胡發祥

TA20517 為你開啟掌閱的大門 吳易璿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易璿 蔡明君

TA20518 掌閱，帶你穿越系列 唐為澤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唐為澤，梁伃萱，黃彥勛 方菁蓉

TA20519 我起點不高 吳昀芬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昀芬 劉冠辰

TA20522 角落。讀 翁雲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翁雲修 張佳涵

TA20525 掌閱你的全身！ 張鈺慧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鈺慧、白貽萱、湯欣旻 蔡昌吉

TA20526 掌上圖書館 林鈺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鈺娟 林君昱

TA20529 閱在其中樂在其中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陸乙瑄 蘇靖寧 汪姵昕 邱彩瑛 許家菱 許詩嫻 艾詩芸 李怡茹 童正勛 李俊龍、陳姿穎

TA20534 掌閱，一書在手 王碩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碩慈 趙飛帆

TA20536 數位閱讀好棒棒 林佳蔚 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美術工藝科 林佳蔚 林詠欣老師

TA20541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吳昀芬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昀芬 劉冠辰

TA20552 掌閱世界 王蔚庭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王蔚庭 曾宏宇 吳家美 郭靜 餘淑吟

TA20558 掌閱萬能點穴手 郭姵琪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郭姵琪、鍾筠庭 蔡明君

TA20564 拉近的距離 黃歆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黃珮甄、白媛睿 、曾采盈、廖品棋、黃歆茹、萬侑瑉、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566 掌中閱世界 魏佳慧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魏佳慧 蔡明君

TA20571 一個人的獨書時光 黃意涵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意涵 李新富

TA20573 掌閱應有盡有 顏綺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顏綺萱 陳立恩

TA20580 看錯書，不如不看。 吳沛琳 other 廣告傳播系 吳沛琳、鄭晧佐 詹朝棟

TA20582 植物萬象隨時掌握 林艾陵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林艾陵 郭龍文

TA20586 與著名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PK——掌閱之下，萬人之上 史勤旺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明學院3+1專班 史勤旺、蘇俊傑 黃庭超

TA20587 乘書破浪，翻山閱嶺 黃瑋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黃瑋宏，孫銘穗，林昀昇，陳怡穎 趙飛帆

TA20593 閱讀，就現在! 王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芷 廖志忠

TA20600 1.讓知識從不斷連 2.讓潮流從不斷線 3.讓生活從不斷電 張博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夜校廣設科 陳有紘 鄒惠閔 張博惇 陳升笠 陳佑政 鄭弘毅 洪聖勛

TA20605 掌握故事一切 閱讀精采篇章 林俞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林俞萱 陳立恩

TA20609 享閱 高彤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彤 張盛權

TA20610 閱讀新姿態 王佳婷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佳婷 杜雅雯



TA20617 掌閱鎖定你的焦點 賴雅廷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賴雅廷

TA20618 掌閱，帶著你穿越 林宛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林宛昀 陳立恩

TA20620 一件略為輕鬆的小事 楊子龍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子龍，林卉妤 方菁容

TA20624 掌閱APP 坐擁篇 阮湘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阮湘琳 翟治平

TA20634 你掌閱了嗎？ 曾俞儒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系 曾俞儒、李思瑜 詹朝棟、洪雅慧

TA20639 掌閱 - 讓你遠離一切喧囂 李奕璿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李奕璿、王儀錚、顏愷、陳奕安 餘淑吟

TA20641 掌閱三結義 張凱博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凱博、李承洸、黃麒宇 蔡昌吉

TA20651 掌閱·暢遊世界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劉又榕.楊祐甄.羅紫芸.陳怡君.楊祐毓.陳佳霈.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653 翻炒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李怡茹、汪姵昕、蘇靖寧、許詩嫻、邱彩瑛、艾詩芸、陸乙瑄、許家菱、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陳姿穎

TA20668 掌閱之漫畫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劉芝函 廖彩琁 張雅涵 李韋妮 林秀芬 王芊茵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20669 沉浸於閱讀的小天地 邱柔瑄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柔瑄 張盛權、胡發祥

TA20675 一起當夜貓子！ 楊依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楊依靜 邱順應

TA20681 閱來閱好 袁钰娜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袁钰娜 張露心

TA20682 掌閱之歷史人物篇 林羽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嵙 王彤、林羽珮、許庭瑄、張羽媗、蘇陳諠玟、林泓儒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684 掌中閱影 蘇宇祥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蘇宇祥 黃鬱升

TA20694 多虧有掌閱 黃淇蘋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黃淇蘋 李新富

TA20697 歐陽脩三上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許家菱、蘇靖寧、陸乙瑄、許詩嫻、邱彩瑛、艾詩芸、李怡茹、汪姵昕、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TA20700 井底之蛙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許家菱、蘇靖寧、陸乙瑄、許詩嫻、邱彩瑛、艾詩芸、李怡茹、汪姵昕、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TA20704 還在啃書嗎? 郭子維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無 李新富

TA20712 從此和樹當朋友 陳虹菱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賴奕璿 陳虹菱 黃安萁 林玟慧 顏妤卉 陳良蕙

TA20716 知識就是力量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林劭宇 陳虹樺 陳宥蓉 許郁欣 高婕 蘇美瑜 戴莉芸 林坤毅 李俊龍 陳良蕙 陳姿穎

TA20718 掌閱之不是低頭族，也能照樣讀 林羽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嵙 王彤、林羽珮、許庭瑄、張羽媗、蘇陳諠玟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725 健身，也要健腦 汪姵昕 other 廣告設計科 艾詩芸、蘇靖寧、李怡茹、邱彩瑛、陸乙瑄、許家菱、許詩嫻、汪姵昕、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陳姿穎

TA20735 體驗不一樣的世界 掌閱吧 賓珮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賓珮妤 陳立恩

TA20740 掌閱，發現掌中的科學。 李孟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李孟庭 陳立恩

TA20749 掌閱app系列：掌閱成就不凡的自己 張雅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張雅欣 陳立恩

TA20755 掌閱知識，每一刻 謝淳安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謝淳安 陳麗秋

TA20760 掌閱之閱讀就現在! 林羽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嵙 柯蔓薰、林羽珮、林泓儒、侯玉廷、陳中陽、湯鬱婷、顏維廷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20761 媽祖沒說的 由掌閱來說 陳沁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沁琳

TA20767 隨時隨地 進入書香世界 餘品諠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餘品諠 林君昱

TA20778 探尋不完的驚嘆號 蘇昱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蘇昱陵 陳立恩

TA20782 書如我衣 陳思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陳思妤 陳立恩

一般廣告設計／掌閱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20004 掌閱，做你的眼 林建為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建為、王亭媁、呂皆儀、羅巧婷 黃子容

TB20005 掌閱你的視野 廣闊你的眼界 劉力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力銓、許婷雅 林承謙



TB20009 閱 吳玟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玟槿、陳雅琪、陳佩均、郭子瑜、劉旻宜 林承謙

TB20010 掌閱無限魅力 黃偉衍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偉衍、黃康凌、施沺宏、鍾家傑、王曉慧 黃思彧

TB20017 閱讀就是現在 吳鴻凱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多媒體 吳鴻凱、麥朱恩宇

TB20018 you know? 黃祥倫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黃祥倫、李守祺、郭勝瑞、謝秉言、吳泓寬 羅光志

TB20020 掌閱，閱讀無限篇 郭子捷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郭子捷、徐佳翎、陳沛羽、張雅筑、曾韋綸 梁丹青

TB20021 《享受 掌閱 文字的溫度》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柔棻、王嘉駿、朱軍達、蘇奕誠 梁丹青

TB20025 無奈本人沒文化 朱欽宇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藝術 王諾、肖滔滔、朱欽宇、徐暢 鄧博澍

TB20027 掌閱時光 劉必翔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文祥 林恆樂 劉必翔 吳綉華

TB20030 掌閱搖一搖 曹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詹謹萍、吳佩倫、張瑀真、曹秦 翟治平、葉建廷、林皇耀

TB20031 掌閱-伴我行 李幸恩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傅宜翎、胡蝶 梁朝棟

TB20038 掌閱，將你我的感受連在一起 林詩怡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詩怡 劉幼婷 陳玉霞 梁朝棟

TB20039 掌閱，讓你的閲讀更便携 林詩怡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詩怡 劉幼婷 陳玉霞 梁朝棟

TB20044 輕鬆閱讀篇 蕭雅雯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蕭雅雯、蘇晏辰 黃淑英

TB20045 聽 李權晟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李權晟、江駿浩、 曾智祥 梁丹青

TB20048 我和掌閱的對話 戴曉玲 龍華科技大學 文創系 戴曉玲 何玲瓏 林慧娜 胡怡文 胡愛穗 黃翠珊 梁朝棟

TB20050 悅讀 翁海桢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翁海楨 石凱欣 王佳麗 梁朝棟

TB20053 掌閱APP——聽書篇 曾韋綸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蘇林/曾韋綸/朱志豪/陳沛羽 梁丹青

TB20054 手裡書 林洛羽 銘傳大學 數字媒體設計學系 林洛羽，汪慧琳，楊漣琪，信晶晶，王思程 林晉毓

TB20057 掌閱-嚴師過招篇 董家銓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董家銓、張育晟、林世歡、翁靖婷、黃梃 陳志銘

TB20064 閱心 林欣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欣 林涓 楊志偉 梁朝棟

TB20065 閱樂 张宸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係 葉宇琪 張宸 楊琳 梁朝棟

TB20068 掌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 巴田育瑋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巴田育瑋 胡慧欣 何妍霓 黃家禾 陳志銘

TB20075 拿起掌閲，想像無限 黃珮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敬惠 袁家琳 黃珮庭 黃思彧

TB20080 最重要的掌閱 劉奕伶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劉奕伶、司雯萱、賴鈴翾、張庭云、王紫羚、鄭合妘、陳郁筑、謝季馨 黃元禧

TB20087 掌閱，滑出你ㄉ喜悅 劉蕙瑜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劉蕙瑜 吳若慈 陳亮妤 詹蘇榆 楊佳穎 賴惠如

TB20088 掌閱-使你煩惱再會 潘嘉琳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怡諠、蔡芸庭、李若荷、陳芷瑜、張蕙讌 黃儀婷老師

TB20091 活躍長月 鍾瓈寬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雅婷，孫子婷，鍾瓈寬，張真 余淑吟

TB20096 掌閱，一掌即閱 黃柏維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黃柏維 賴惠如

TB20099 掌上西遊 魏小芳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潘裕彬、吳雪霞、魏小芳 梁朝棟

TB20106 知識一手掌握 蔡凱承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蔡凱承、易星凱、陳業輝 蔡奇睿

TB20107 掌閱APP 林志鵬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志鵬 張晏慈 洪佳暉 楊詠淇 梁朝棟

TB20108 兒時記趣 陳筱萱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陳筱萱 沈郁 蘇于倫

TB20114 閱讀，你有更好的選擇 顏威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中瀚、顏威翔、何羿廷、蘇芃云 趙飛帆、胡文淵

TB20115 掌握閱讀的無限空間 朱家宏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朱家宏、許宜安、陳法綸、劉紘瑄 余淑吟

TB20127 掌閱，輕鬆帶著走！ 洪琬婷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洪琬婷、張可兒、余沛霖、蔡閔卉、陳璦綾、王辰瑋 賴惠如

TB20130 你最「重」要的閱讀軟體 謝季馨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謝季馨、王紫羚、鄭合妘、陳郁筑、張庭云、劉奕伶、賴鈴翾 黃元禧

TC20001 如來神掌來了 李昕庭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蔡玟萱、石曜銘、賴雅筠、何鈺惠、李昕庭 馬廣毅

TE20001 輕鬆一點，多讀一點 侯進泉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侯進泉，賴榮發，謝柔芸，黃長恩 黃思彧老師



TE20005 皇上的煩惱 林宣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宣 曾易龍 高逸恩 江宜庭 周政邦 林佳鴻

TE20010 有了掌閱，智慧無限! 程翊琇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程翊琇、洪亞琳、陳沅岳、鄭丞妤、呂盈萱 林佳鴻

TE20023 擁有掌閱 擁有世界 黃媛 銘傳大學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馮鄭瑤 郭藝涵 黃媛 林晋毓

TE20024 everything 孫萬磊 銘傳大學 數字媒體設計 刘钟巍 孙万磊 刘宸希 刘影 邱奕勳

TE20025 掌閱，掌握你的閱讀世界 王海年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王海年 劉俊嶔 王良丞 蔡明憲 魏廷安 紀俊年

TE20027 掌閱 郭致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你吧工作室 黃思彧

TE20033 新三上運動 吳貞儀 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李婧伶 趙雅琪 蔡語暄 吳貞儀 林佩誼 羅光志 羅逸玲

TE20039 掌閱-閱讀，就現在 張晶婷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晶婷 林佳鴻

TF20001 閱讀充電站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陳姿菱、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 羅光志 老師

TF20006 一機在手，徜徉書海 陳又嘉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又嘉 陸霈 彭子齡 張庭瑜 方菁容 余淑吟

TF20009 掌閱多功能地板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 劉冠辰

TF20011 行動式圖書館 陳奕潔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奕潔 方菁容

TR20004 掌閱-隨時隨地30s 林海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海倫、蕭智檠、林奕媗、蔡侑安 邱順應

TR20005 掌閱－為你存在 林海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海倫、蕭智檠 邱順應

TR20009 天搖地動，掌閱不讓你痛 黄榆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 黃榆珊 趙飛帆

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30001 看見 陳昱嫻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昱嫻 黃元禧

TA30006 就讀醒吾，創造無限可能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30007 再怎麼香氣四溢，少了你就淡而無味。/再怎麼甘醇入味，少了你就枯燥乏味。/再怎麼粒粒醇香，少了你就平淡無奇。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30008 選擇醒吾，光彩奪目篇/輝煌奪目篇/引人注目篇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30014 深怕表裡不一嗎？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陳姿菱、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 羅光志 老師

TA30015 明日之星 江貞儀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江貞儀 張邑丞

TA30020 A piece of cake 黃士媗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黃士媗 羅妙如

TA30022 反向思考 賴穎慧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賴穎慧、莊文吟、廖姿婷、廖文莉 羅逸玲、羅光志

TA30026 這樣對嗎? 黃祥倫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黃祥倫 羅光志

TA30026 這樣對嗎? 黃祥倫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黃祥倫 羅光志

TA30027 尺上大吉 黃祥倫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黃祥倫 羅光志

TA30029 不用再裝花瓶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陳姿菱、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 羅光志 老師

TA30029 不用再裝花瓶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陳姿菱、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 羅光志 老師

TA30030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符善婷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符善婷 陳書惠

TA30033 獨一無二 林祐萱 佛光大學 産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夏冰清 吳貞儀 黃舒亭 羅光志老師

TA30035 請原諒我的不完美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林祐萱 羅光志老師

TA30036 選擇醒吾，一生幸福 彭鈺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彭鈺婷、朱芸、袁桂婷、蘇聖哲、徐霈筑、劉妤婷、黃紫惟、許鼎睿、蔡語暄、顏君瑋 羅光志

TA30038 選擇你要的！ 李嘉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嘉茹/王俐心/吳宇恩/邱詩容/陳冠慈/廖羿茹/蔡佳琪/葉力宏/林言臻 劉冠辰

TA30046 專屬於你的調酒——醒吾 夏莘俞 other 廣告設計科 夏莘俞 蘇綉桀

TA30049 選擇醒吾 一生幸福 葉力宏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葉力宏 劉冠辰



TA30053 創造機會和命運 陳思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思蓉 劉冠辰

TA30055 醒吾＝幸福 邱孟涵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孟涵、陳彥婷、廖盈嵐、徐順蘋、林欣潔、葉靜蓉 劉冠辰

TA30058 選擇醒吾，茁壯成長幅！ 陳彥婷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彥婷、葉靜蓉、邱孟涵、徐順蘋、林欣潔、廖盈嵐 劉冠辰

TA30066 醒吾科大驚喜連連 林哲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哲宇 羅妙如

TA30071 選擇，未來 王俐心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俐心/廖羿茹/邱詩容/蔡佳琪/吳宇恩/李嘉茹/ 陳冠慈/林言臻/葉力宏 劉冠辰

TA30074 人生不是天注定，而是你決定 王玉津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玉津 曾智宣 黃國玲

TA30081 照出你的潛力骨 鄭芊君 景文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鄭芊君 蘇綉絜

TA30086 就是這麼好玩！ 黃品嘉 景文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無 蘇綉絜

TA30091 吾可取代 吳宇恩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宇恩/李嘉茹/陳冠慈/廖羿茹/邱詩容/葉力宏/蔡佳琪/王俐心/林言臻 劉冠辰

TA30101 敲『醒』創意任督二脈 讓『吾』能力噴發宇宙 蔡睿哲 景文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蔡睿哲 蘇綉絜

TA30109 選擇醒吾，三項齊福 余宇涵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余宇涵 陳柏年

TA30115 醒吾給你全世界 何孟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劉鈺云、連思婷、蕭淽涵 劉冠辰

TA30129 唯吾知足 郝子攸 景文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郝子攸 蘇綉絜

TA30145 教室篇 高侑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仕宸 鄭竣文 王奕棠 陳祐瑋 高侑萱

TA30159 潛能覺醒 葉勝凱 other 數位設計系 葉勝凱 黃國玲

TA30160 成就從專業開始/人生從選擇開始 羅珍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羅珍妮 陳書惠

TA30163 醒吾—引領你超越一切 王嵐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係 3+1三明專班 王嵐 李婷婷 傅雨涓 嚴淑麗 夏妤鑫 黃庭超

TA30166 我享成為 王佳敏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佳敏 鄒家豪

TA30174 三醒吾身，未來無畏。 黃子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王紫嫣 翟治平

TA30189 夢想，由你選擇 羅幼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羅幼娟 邱順應

TA30197 儒/汝遇恆才 周全臻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無 洪敬惠

TA30199 手舞醒吾 認識幸福 李朕全 other 多媒體設計科 李朕全 蘇綉絜

TA30208 激活血清，醒吾製造 林宗緯 景文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林宗緯 蘇秀絜

TA30211 共創專屬你的精采 陳亭妘 景文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陳亭妘 蘇绣絜

TA30213 在對的地方，成就更好的自己 吳昀芬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昀芬 劉冠辰

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 / 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30001 還找不到對的方法嗎?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曾美欣 莊欣儒 羅光志

TB30002 人才濟濟 陳姿菱 佛光大學 視覺傳達暨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姿菱 林季青 廖苡晴 陳亭均 林佩誼 林祐萱 黃舒亭 游紫嫺 羅光志

TB30003 女媧篇 黃舒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舒亭/范姜沛妤/游紫嫺/林祐萱/陳韋宏/姜沛妤 羅逸玲老師/羅光志老師

TB30004 我喜歡你 陳頎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陳頎、黃莉婷、江佳彝、黃玟霏、曾品璇 劉政銓

TB30013 我畫你 張博翔 朝陽科技大學 25348745 郭子瑄、王翰生、張尹亭、賴泓岷 劉政銓

TB30014 好想見到你 李姿妍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李姿妍、許涵茵、潘嘉穎 劉政銓

TB30024 一封情書 桑小涵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桑小涵 張棟棟 高唱 焦博雅 黃元禧

一般廣告設計／現代24孝-現代孝順的故事廣告設計/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40005 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處 林瑞姿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瑞姿 簡俊吉老師/ 溫喜晴老師

TA40027 孝順不是負擔 林凱竣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 劉冠辰

TA40029 爸，有沒有吃飽?/媽，有沒有穿暖?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035 我不是千年的藝術品/我不是老舊的展示品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039 逐漸顛三倒四的藝術字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044 蜂，風 黃子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江品儀 林承謙

TA40048 簡單不簡單 黃珮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珮甄 陳青志

TA40055 有一種愛叫...... 廖柏雅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廖柏雅 陳書惠

TA40067 你能夠回家，才是家人最想要的 林綉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綉庭 黃子容

TA40072 陪伴 黃雅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無 黃子容

TA40079 孝融 詹于萱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詹于萱 藍偉憲

TA40095 小憩時光 黃暄婷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暄婷 蔡明君

TA40099 兒子就是你的谷歌大神 鄭登日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鄭登日 陳書惠

TA40101 愛你 - 不怕誇張 吳笠亨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 商業空間組 吳笠亨 陳書惠

TA40107 這樣的場景不該只是童話 錢鈺琪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獨立製作 羅妙如

TA40108 時代在改變，問候的心不變 孫承榆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孫承榆 羅妙如

TA40109 家一下，讓愛0距離。 溫鎮銓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溫鎮銓 羅妙如

TA40112 關心就是強調 陳儀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陳儀潔 李子庭

TA40115 誰說沒有天天過年和過節 唐梓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唐梓維 陳書惠

TA40117 有孝期限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林綺柔、胡晴雯、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40119 新孝親指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 羅光志 老師

TA40120 扶助 高誌遠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高誌遠 劉冠辰

TA40121 舊物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林綺柔、胡晴雯、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40123 等到眼眶濕了，就看不到了。/等到視線糊了，就看不到了。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125 爸!媽!有我安心 劉睿恬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劉睿恬 陳青志

TA40127 孝道地圖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陳韋翔、林綺柔、胡晴雯、曾美欣 羅光志、羅逸玲

TA40144 對不起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151 孝順不用看日子 李冠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徐郁雯.李兪萱.李冠廷.傅人華.黃子芹.陳薇晰 羅光志

TA40152 你不是說要好好陪我嗎? 李冠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徐郁雯.李兪萱.李冠廷.傅人華.黃子芹.陳薇晰 羅光志

TA40153 孝順不是說說就好 李冠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徐郁雯.李兪萱.李冠廷.傅人華.黃子芹.陳薇晰 羅光志

TA40166 父母的年華 我們的回憶 林祐萱 佛光大學 産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夏冰清 吳貞儀 黃舒亭 羅光志老師

TA40167 I NEED YOU/ I WANT YOU 李童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童 劉冠辰

TA40169 不是等到老才知孝/陪伴不只是口說 陳湛穎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湛穎/蔣浩晨/陳孟鈞 /黃致豪 /趙建鈞/陳星岑 劉冠辰

TA40171 愛要及時 范植霖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范植霖 鄧愷威 羅光志

TA40174 孝順，可以很簡單 江薇妮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江薇妮、徐珮恩、黃潤美

TA40178 這不是我要的陪伴/這不是我要的溝通 陳湛穎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湛穎/蔣浩晨/陳孟鈞 /黃致豪 /趙建鈞/陳星岑 劉冠辰

TA40188 井口的孝順 陳思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思蓉 劉冠辰

TA40196 寸陰若歲 賴宥蓉 大明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賴宥蓉 李姿慧



TA40210 為你的眼護 徐順蘋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順蘋 --陳彥婷 、邱孟涵、 葉靜蓉 、林欣潔、 廖盈嵐 劉冠辰

TA40211 關懷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莊欣儒 羅光志

TA40214 有孝就有笑 葉儷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張佳珮 蕭詩媛 呂展毓

TA40222 24孝時 陳妍蓁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進修推廣部 陳妍蓁 陳盈蓉

TA40230 時間都去哪兒了?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40232 他/她的白頭髮 陳孟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代表人/陳孟鈞 其他/陳湛穎/趙建鈞/黃志豪 劉冠辰

TA40233 記憶孝失 王威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威凱 黎皓威 鄭宇倫 吳仕邑 陳韋成 賀琨錦 陳品希 劉冠辰

TA40242 孝口常開 蔡昀臻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蔡昀臻 楊碧珠

TA40246 這是一種孝順? 歐芷綾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歐芷綾/林卓瑩/周昱君/林子潔/陳雨萱 劉冠辰

TA40247 哩起孝囉 李孟儒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李孟儒 胡育婷

TA40252 孤獨的餐桌 吳柔慧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簡又婕、吳柔慧、黃冬晴、殷家馨 劉冠辰

TA40253 #現代貳拾肆孝 張文珈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張文珈 胡育婷

TA40254 孝口常開 陳思云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沒體設計系 陳思云 郭龍文

TA40256 我很想你 莊淳喻 other 視覺設計學系 莊淳喻 陳立恩

TA40257 心心掛念著您 徐采芃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徐采芃 楊碧珠

TA40264 對你孝 陪你笑 邱怡蓉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邱怡蓉 李子庭

TA40265 多陪陪家人吧藍色篇／多陪陪家人吧綠色篇／多陪陪家人吧紅色篇 黃頎斌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頎斌 ／羅宏昱／林稟鈞 劉冠辰

TA40272 開口記得要常孝/孝口記得要常開 莊盂杰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莊盂杰/張軒睿/師博義/武冠陞 劉冠辰

TA40277 一人一半 高聖新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誌遠 張家萱 李童 伊與晨 游千慧 羅婷云 劉冠辰

TA40281 花甲少年少女的回憶之旅 蕭志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沈裕祥 盧政憲 蕭志宇 詹玉艷

TA40282 陪伴 鄒函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 鄒函 陳柏年

TA40296 你有多久沒回家了 廖文蔚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廖文蔚 陳麗秋

TA40302 你所看到的王牌，就是我的底牌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 劉冠辰

TA40315 「孝」一個！ 林品妤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品妤 蔡明君

TA40326 你知道嗎 鍾瓈寬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雅婷，孫子婷，鍾瓈寬，張真 余淑吟

TA40331 只在乎愛的多近 唐欣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唐欣 馮冠超

TA40332 我，願意。 蔡佳琪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蔡佳琪 / 陳冠慈 / 廖羿茹 / 林言真 / 吳宇恩 / 李嘉茹 / 王俐心 / 邱詩容 / 葉力宏 劉冠辰

TA40335 因你而亮 李詩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詩柔 林君昱

TA40336 放下手機，陪伴父母 劉育汝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劉育汝 馮冠超

TA40351 髮 蔡育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育忻 曹融、趙飛帆

TA40363 煙消情散 鄭祺隆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夜間部廣告設計科 鄭祺隆、鄭湘婷、蔡俊宏、郭亦展、石惟予 洪聖勛

TA40364 你是我的英雄 呂安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陳奕君、林羽薇、呂安淳、林芸廷 洪聖勳

TA40366 行孝，很簡單。 甘宜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甘宜臻 詹玉艷

TA40367 無所不孝 畢若煦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畢若煦 馮冠超

TA40368 與孝同溫 李紓緹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紓緹 何曉苓 張瑜庭 蔡昌吉

TA40372 他/她說不出口的那些 林祐如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祐如、高郁婷、林可渼、游淳伃 余淑吟老師

TA40373 有效，有笑 黃紀嘉 other 資訊傳播學系 黃紀嘉 陳麗秋

TA40384 眉開眼「孝」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張少芸，黃子芹，梁佳鈺，戴思祺 羅光志



TA40400 行孝之道 呂右潔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胡惠娟 呂右潔 朱怡璇 藍偉憲

TA40401 行孝白話運動 劉郁萱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劉郁萱 陳麗秋

TA40402 孝親沒有距離 孫宜萱 育達家商 廣告設計科 孫宜萱 黃昱幃

TA40404 有「孝」期限 康靜倪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康靜倪、郭芳岑、王孟芸、楊佩君 余淑吟、方菁容

TA40405 聯繫 蔡佩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佩瑄 趙飛帆

TA40406 孝順不能晚 陳恩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陳恩柔 林君昱

TA40409 新24孝-停、新24孝-看、新24孝-聽 廖奕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廖奕涵 林承謙老師

TA40413 臉想起 /足日/唇粹的愛 江若嘉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江若嘉

TA40422 無法無天的愛 胡家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無 陳立恩

TA40425 我很小 但我總有方法孝順寵愛您 朱涵聿 輔仁大學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朱涵聿 馮冠超

TA40428 現代24孝-親子篇 紀至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呂懿庭、鍾蕎安、紀至涵、周姵妘、張禮聿

TA40431 煲電話粥，不如比肩齊坐 何珮怡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何珮怡 黃元禧

TA40444 談天與陪伴 陳依禪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依禪 林君昱

TA40446 現代24孝 李嘉恩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嘉恩 林君昱

TA40448 孝順無小事 當父母衛生小尖兵 李佩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高瑄 劉芳旻 李佩今

TA40450 喂 爸媽吃飽了沒 張家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家偉 廖志忠

TA40456 孝看人生 鍾皓任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三年甲班 鍾皓任、林晨儀 杜雅雯

TA40460 孝口常開與孝逐顏開 林品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品萱 林君昱

TA40461 到底在大聲什麼 范嘉云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范嘉云 馮冠超

TA40466 孝順要即時，一鍵您就笑 陳家葦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家葦 馮冠超、張邑丞

TA40469 心電圖 廖品棋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白媛睿 、曾采盈、廖品棋、黃歆茹、黃珮甄、萬侑珉、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40471 孝和愛 周芸卉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周芸卉 黃元禧

TA40472 時時刻刻 郭沛翎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郭沛翎 李新富

TA40474 報恩 徐宏瑜ˊ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宏瑜 藍偉憲

TA40479 現代二十四孝之每日一字 陳智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智維 黃子容

TA40492 聯繫 葉祖妤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葉祖妤 馮冠超

TA40493 愛的診療單 周筠芷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周筠芷、張庭毓、蔣采伶 蔡昌吉

TA40495 孝子順孫，孺慕之情 潘庭欣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金工組 潘庭欣

TA40502 「愛」是鏡頭 陳玟瑾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玟瑾 馮冠超

TA40536 找回快樂 章芷瑗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章芷瑗 馮冠超

TA40541 現代24孝之他要的，你懂嗎?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陳昭頤 劉芝函 張雅涵 廖彩琁 李韋妮 林秀芬 王芊茵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40561 皺紋 汪姵昕 other 廣告設計科 汪姵昕、蘇靖寧、李怡茹、邱彩瑛、陸乙瑄、許家菱、許詩嫻、艾詩芸、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TA40562 超有孝 汪姵昕 other 廣告設計科 汪姵昕、蘇靖寧、李怡茹、邱彩瑛、陸乙瑄、許家菱、許詩嫻、艾詩芸、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TA40568 祖孫情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TA40598 住口 林熠婕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林熠婕 李耀華

TA40601 簡單的幸福-你我都可以 劉珊妮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劉珊妮 游民聖



一般廣告設計／現代24孝-現代孝順的故事廣告設計 / 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40012 家的味道 張凡煜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凡煜 張品慈 王琪 鄭凱云 黃子容

TB40015 回電 林煜哲 銘傳大學 新聞學係 林李鑌、林煜哲、張晨昱、吳偉文、林臻儒（排名不分先後） 練維鵬

TB40021 愛的陪伴 許庭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庭維/傅人華/李冠廷/張景智 羅光志老師、羅逸玲老師

TB40025 爸爸的驚喜 陳威任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威任 賴冠元 楊聖佑 馬廣毅

TB40036 關切 黃莉婷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黃莉婷、陳頎、鄭淳方 劉政銓

TB40038 及時回首，愛不釋手 謝佩彣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謝佩彣、林彩溱、謝妏青、盧莉雯 梁丹青

TB40041 爱要说出口 戴曉玲 龍華科技大學 文創系 戴曉玲 何玲瓏 林慧娜 胡怡文 胡愛穗 黃翠珊 梁朝棟

TB40045 像哥兒們的你 曹瑋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曹瑋庭、劉翰珍 趙飛帆

TB40047 行孝似光陰，勿錯過 蕭雅雯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江文錚 黃淑英

TB40048 習慣報喜不報憂 陳子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子杰、林佳彣 趙飛帆

TB40049 紅燒獅子頭 陳瑞文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瑞文 許六印 林柏亨 戴詠澄 彭暄芬 林煒倫 陳世倫

TB40057 現在就回家吧！ 詹雅筑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詹雅筑、吳佳昱、呂翊瑄、黃佩盈、梁文軒 黃儀婷

TB40071 長跑 陳冠臻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陳冠臻、黃珮雅、楊翊嘉、李珮慈、陳妍如、廖堉蓁、曾雅文 黃思裕

TB40078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看看爸媽了？ 顏威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中瀚、蘇芃云、何羿廷、顏威翔 趙飛帆

TB40083 24孝 賴羿潔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陳圓圓、張傑 楊幕理

TB40087 你，了解對方多少？ 徐梓宸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徐梓宸 趙叡穎 昌語歆 洪紫芸 林于萍 潘彥旻 黃儀婷

TB40088 多久沒有看著父母的容顏，好好說一句感謝？ 江庭萱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田履中/紀崇婕/林怡茜／江庭萱 余淑吟
TB40089 長輩圖 李慧穎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慧穎，黃裕晴，連罕維，吳奕宏，李傑，林鳴如 黃儀婷

TC40002 現代24孝 張育誠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育誠、湯明娟、李冠萱 田世綸

TE40002 握筆求鯉 石豐榮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石豐榮 呂威瑩

TE40005 Love In Time 林品岑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林品岑，林湘芸，張浚維，區諾言 黃思彧
TE40015-1-1 有如 [ ] 張芳慈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品喬、張芳慈 藍偉憲、許翰殷

TE40025 回家？還是加班？ 李奕璇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李奕璇、王儀錚、顏愷、陳奕安 余淑吟

TE40026 禮物 Persent 李冠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顏烜杭、李冠儀、陳婕蓓、伍綺珊、林嘉欣 過炳樞

TF40007 把手機關機，陪長輩踏青 張智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智瑜 趙飛帆

TF40008 新24孝-停看聽 廖奕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廖奕涵 林承謙老師

TR40001 通往幸福的門 陳雨瑄 other 商業設計系 張奕婕、沈蓉兒、李濡妘 林承謙

TR40007 平安即是孝順 沈羿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沈羿含 趙飛帆
TR40019-1-1 愛說謊的父母 許芳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許芳穆 趙飛帆

TR40020 說出你的愛嘛 陳星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陳星辰 曾廣聞 陳愛蓮 廖珮玲

TR40025 孝順的額度 黄榆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 黃榆珊 趙飛帆

一般廣告設計／旺旺集團廣告設計/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50002 輕且不燥 陳昱嫻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昱嫻 黃元禧

TA50016 DongDongDong Dong果凍就要動起來 章慧慧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系 章慧慧 張邑丞



TA50017 汗水背後是大大的微笑/淚水背後是大大的微笑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50018 給你最甜美的安慰/給你最甜蜜的安慰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50027 不一樣的滅火器 吳旻軒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吳旻軒 陳青志

TA50038 擋不住的小凍感 晏宇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1 陳青志

TA50070 零負擔 陳昱嫻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昱嫻 黃元禧

TA50074 居家必備良茶 張家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二年勤班 張家萱

TA50075 旺旺與節慶 唐震 other 廣告設計 本人 楊碧珠

TA50077 疾如風／快如電／迅如火 伊與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伊與晨 劉冠辰

TA50078 喝O泡讓你OMG 劉家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本人 楊碧珠

TA50088 旺旺七小福 蔡燿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無 翟治平

TA50090 多一「點」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 羅光志 老師

TA50091 降你的火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 羅光志 老師

TA50093 苦盡甘來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陳姿菱、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 羅光志 老師

TA50094 Q凍型男型女，Q一點! 游千慧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游千慧 劉冠辰

TA50095 為你再撐最後30秒/再挺30秒篇/再頂30秒篇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50099 剎器@人們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曾美欣、林綺柔、胡晴雯、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50101 旺旺乳酸 翁方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沈攸、柯俊安 羅光志

TA50103 你不必這麼辛苦! 陳宜汶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陳宜汶、蔡佳諭、王之妍 羅光志老師

TA50106 旺旺廣告設計 廖芯妤 other 廣告設計科 廖芯妤 歐雪萍 楊妤潔 林育慧 方薰慧 廖鴻翔 王海瑞 黎芷彤 唐芷苓 劉冠辰

TA50115 O泡 讓我們一起擁抱 林季青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季青 陳亭均 廖苡晴 羅光志 羅逸玲

TA50118 旺旺零食擬人化 歐雪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歐雪萍 廖鴻翔 廖芯妤 楊妤潔 林育慧 王葳 王海瑞 方薰慧 唐芷苓 黎芷彤 劉冠辰

TA50120 旺櫻趣 鄧安庭 other 廣告設計科 鄧安庭/黃純真/吳旻妤/郭芊奷/廖采軒/莊盈蓁/劉家妤/邱芝穎/鄭閎元 劉冠辰

TA50126 旺仔節慶篇 許庭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庭瑄 楊碧珠

TA50131 你的苦我懂 顏君瑋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羅光志

TA50133 旺中華 張雅婷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雅婷 陳書惠

TA50135 剎氣變身 游惟捷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游惟捷 馮冠超，張邑丞

TA50142 乾柴烈火 蘇聖哲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蔡語暄 顏君瑋 袁桂婷 羅光志

TA50145 腸腸加班/腸腸熬夜 周詩婷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自己個人 楊碧珠

TA50147 剎,帶你突破新的自我 林佳宜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佳宜 楊碧珠

TA50148 沒事沒事 只是多喝了苦茶 紀富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商業室內空間組 紀富翔 陳書惠

TA50150 興奮到加速模糊 高欣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欣瑜 謝佳晏 曹聖亞 林碧珊 陳柏宏 陳冠華 劉冠辰

TA50160 隨時為您準貝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A50181 火氣大嗎？ 蔡佳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蔡佳諭、陳宜汶、王之妍、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嫻、許庭維、姜沛妤 羅光志

TA50189 緊抓不放的美味 吳仕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仕邑 劉冠辰

TA50190 有夢想有苦 有苦茶有你 楊錡樺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錡樺/楊于萱/李采玲/申旻鑫 劉冠辰

TA50194 旺旺貴族世家 李芳承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芳承/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鄭蕎萱/廖津輝 劉冠辰

TA50199 剎氣附身，運轉不一樣的自己 林欣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欣潔、陳彥婷、邱孟涵、徐順蘋、葉靜蓉、廖盈嵐 劉冠辰

TA50200 凍癡就是要你懂吃 林美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歐珈妡、林美君 翟治平



TA50216 身材加分 涼感大於從前 吳映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吳映萱 劉冠辰

TA50222 靠一瓶，消火！！ 黎皓威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黎皓威﹑陳品希﹑吳仕邑﹑鄭宇倫﹑王威凱﹑陳韋成﹑賀琨錦 劉冠辰

TA50223 旺旺零食擬人 王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王葳 廖弘翔 歐雪萍 林育慧 方薰慧 唐芷苓 黎芷彤 楊妤婕 王海瑞 廖芯妤 劉冠辰

TA50224 追夢日記 陳昱嫻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昱嫻 黃元禧

TA50232 我家有個小力士 何羿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顏威翔 、何羿廷 趙飛帆

TA50233 小超人的成長紀錄 何羿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顏威翔 、何羿廷 趙飛帆

TA50234 剎 出你的超能量 陳冠華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冠華/高欣瑜/陳柏宏/林碧珊/曹聖亞/謝佳晏 劉冠辰

TA50235 旺旺角色發表 張佳敏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佳敏、姜原蔚、林佳宜、許庭瑄、廖津輝、朱祐葶、李芳承、鄭蕎萱、林信玟、徐藝瑄 劉冠辰

TA50236 旺汪旺 朱祐葶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鄭喬萱/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TA50238 甘甜回春 歐芷綾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歐芷綾/林卓瑩/周昱君/林子潔/陳雨萱 劉冠辰

TA50241 清明旺旺上河圖 徐慧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慧珉 劉冠辰

TA50242 苦苦方得甘 楊婷婷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楊婷婷 陳麗秋

TA50243 剎氣 王桂雅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系 王桂雅 王政弘

TA50246 苦計 曾子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子風/洪柏榕/陳宥璇/黃心怡 劉冠辰

TA50249 太空旺仔家族 黃純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純真/鄧安庭/劉家妤/郭芊奷/廖采軒/邱芝穎/鄭閎元/莊盈臻/吳旻妤 劉冠辰

TA50252 傳遞幸福的能量 黃冬晴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冬晴、簡又婕、殷家馨、吳柔慧 劉冠辰

TA50258 苦苦護身，讓你擁有甘味人生！ 楊舒涵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楊舒涵 陳麗秋

TA50266 Ｏ泡果奶陪你成長、給你幸福、實現夢想 莊雅琪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方馨逸、鐘琪、陳奕任 劉冠辰

TA50267 好喝到不行 申旻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采玲，楊于萱，楊錡樺 劉冠辰

TA50270 旺旺一家親 顧芷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顧芷瑄 閻柏辰 陳駿維 王紹錡 唐震 魏妤倫 曾麒鳴 李銘心 張羽媗 劉冠辰

TA50271 旺旺劇場 姜元蔚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元蔚，朱祐葶，許庭瑄，林信玟，林佳宜，廖津輝，李芳承，張佳敏，徐藝瑄，鄭蕎萱 劉冠辰

TA50283 旺旺餅乾點點名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劉冠辰

TA50288 回味無窮 鄭蕎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鄭蕎萱/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TA50298 果然 蕭雅雯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王鈺婷 黃淑英

TA50304 旺旺師資班 許慈恩 other 廣告設計科 許慈恩 陳青志

TA50307 只有我能滑出新世界 楊于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于萱/楊錡樺/申旻鑫/李采玲 劉冠辰

TA50313 讓我成為尼的打火英雄唄! 羅筑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羅筑云 陳立恩

TA50319 旺旺零食虛擬人物設計 張榕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張榕芮 李子庭

TA50320 那些年的回憶，你旺了嗎? 呂姿萱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姿萱、蕭家琪、楊佳穎 蔡昌吉

TA50321 凍痴起來！ 童琬雲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童琬雲 劉冠辰

TA50326 凍你的節奏 林之歆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之歆 任舶安 聶筠庭 黃宜昕 余淑吟

TA50332 刹醒你！ 高筱婷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高筱婷 陳麗秋

TA50338 剎很大！ 謝佳妤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謝佳妤 馮冠超、張邑丞

TA50340 旺仔來，福氣來 ! 許禎庭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無團隊成員，自行創作。 侯文治

TA50350 苦茶滅火器 蔡佳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蔡佳諭、陳宜汶、王之妍、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嫻、許庭維、姜沛妤 羅光志

TA50367 旺仔年年添好運 莊舒涵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莊舒涵 方菁容

TA50376 以苦解苦 簡瑋葶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簡瑋葶 許雅琪 曾鈺涓

TA50378 苦盡甘來 黃羽君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羽君 林君昱



TA50392 剎氣附身，轉運不一樣的自己-提神篇 紀至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呂懿庭、鍾蕎安、紀至涵、周姵妘、張禮聿

TA50396 苦苦茶—你的人生茶 何家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何家興、林咏渝 廖珮玲

TA50403 媽媽的叮嚀 官楷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官楷芸 陳昱光

TA50404 勝利時刻，擁抱o泡 周蕙旻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周蕙旻

TA50412 以苦治苦 張嘉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自己 陳立恩

TA50420 神清氣爽，才能去西方取經 謝理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謝理安 陳立恩

TA50427 今與古 盧艾翎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盧艾翎 劉真羽 賴姿璇 葉如恩

TA50436 苦茶的日常生活 游東岷 景文科技大學 資管系 游東岷 劉冠辰

TA50440 英雄傳說 郭昱皓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周純羽 林允丞 洪聖勛

TA50447 旺汪野餐趣 劉穎芙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楊硯絜 劉穎芙 葉羽婷 顏子欽 黃俊榜

TA50454 爆眼怪獸家族 李玫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李玫

TA50456 擁抱的軌跡 蔡妮恩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蔡妮恩 李新富

TA50457 痛苦的時候就喝苦吧! 方衍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方衍喬 陳立恩

TA50464 煞氣附身，活力滿分！ 陳妤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妤慈 趙飛帆

TA50472 旺旺擬人 林信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信玟 鄭蕎萱 林佳宜 朱祐葶 許庭瑄 李芳承 姜元蔚 廖津輝 徐藝瑄 張佳敏 劉冠辰

TA50478 旺旺家族 許庭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庭瑄、林信玟、姜元蔚、張佳敏、朱祐葶、徐藝瑄、鄭蕎萱、林佳宜、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TA50485 電音轟趴 黃語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黃語絹 何義德 陳渰之 李俊鴻 洪聖勛

TA50513 苦茶 劉力銘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劉力銘，林品彣，林宜文，高靖雲 陳韻年

TA50522 旺旺四季書籤 賴建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賴建佑 劉冠辰

TA50524 滅火專家 方品欣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方品欣、林佳恩、鍾承翰 顏子欽、黃俊榜

TA50528 旺旺擬人 黎芷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黎芷彤 唐芷苓 廖泓翔 林育慧 方薰慧 王葳 歐雪萍 廖芯妤 楊妤潔 王海瑞 劉冠辰

TA50529 旺旺零食虛擬人物設計 宋艾凌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宋艾凌 鍾維玲 李芯綺 顏子欽

TA50547 苦苦茶，讓你輕鬆無負擔 張愛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張愛眉 劉建成

TA50554 旺旺產品擬人 林佳宜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佳宜 張家敏 許庭瑄 姜元蔚 林信玟 朱佑葶 廖津輝 徐藝瑄 鄭蕎萱 李芳承 劉冠辰

一般廣告設計／旺旺集團廣告設計 /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50002 剎那間 楊上嫺 南華大學 傳播系 楊上嫺 涂均緹 張凱婷 張庭嘉 張家瑜 賴正杰

TB50007 旺旺苦茶 孟婆篇 劉妤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袁桂婷 羅光志老師，羅逸玲老師

TB50012 想像就是不一樣 梁佳鈺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張少芸，黃子芹，陳薇晰

TB50014 維多粒果凍爽 周久棋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游戲發展科學系 周久棋 何妍霓 張芯芸 梁朝棟

TB50021 旺旺-喝了刹无所不能篇 古俊良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古俊良，鄭玉卿，許恆義 陳志銘

TB50025 活跳跳，剎目魚。 陳喨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紀綧、陳喨貽 趙飛帆、林佳鴻

TB50029 影分身之術 爐珮綺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系 曾穎穎.爐珮綺.黃巧妍.楊真亭 李學然

TB50037 你的苦，有解！ 張凱儒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張凱儒，鄭郁潔，傅采瀅，王喬萱，張淯婷 劉政銓

TB50039 苦盡甘來 林洛羽 銘傳大學 數字媒體設計學系 林洛羽，汪慧琳，楊漣琪，信晶晶，王思程 邱奕勳

TB50044 旺旺-喝一口剎，擋你的煞 邱翠芳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邱翠芳/謝時瑋/趙樂琴/賴柏愷/高皓原 陳志銘



TB50049 O泡时间到 戴曉玲 龍華科技大學 文創系 戴晓玲 何玲瓏 黃翠珊 胡怡文 林慧娜 胡思歲 梁朝栋

TB50057 黑眼圈 高麒閔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高麒閔、簡嘉宏、陳韋町、梁詠淇、吳松祐、王源長 劉政銓

TB50059 I feel you 吳松祐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高麒閔、陳韋町、艾詩瑋、吳松祐 劉政銓

TB50065 苦過來的，才會值得 郭宇桐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郭宇桐、胡俊理、何家豪、朱惠豪 黃儀婷

TB50069 多一點喜歡 王佳麗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 王佳麗 翁海楨 石凱欣 梁朝棟

TB50070 吃得苦中苦 游家蕙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怜茜、陳佩琪、張馨芳、詹閔勛、游家蕙 林佳鴻

TB50072 陪伴 韓鈴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韓鈴，陳婧，蔡潔 梁朝棟

TB50075 究竟是誰在旺旺? 王靖樺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楊琬愉、王靖樺、簡莉安、張晏瑜 紀俊年老師

TB50077 再苦，也沒人生苦 何知曈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曾畯瑋 陳孟廷 何知曈 蘇于倫

TB50087 要不要來一杯苦苦茶 呂盈葶 other 商業設計學系 楊惠安謝雅帆葉硯晴呂盈葶 方菁容

TB50091 上過太空的才是好菌 林之歆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之歆 任舶安 聶筠庭 黃宜昕 余淑吟

TC50016 抱抱果奶 劉雅文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 劉雅文 田世綸

TE50003 刹！無所不能 楊亞諾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亞諾、江潔、黃昱璇 林佳鴻

TE50007 臥薪嘗膽 梁佳鈺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張少芸，黃子芹，陳薇晰

TE50013 旺旺乳酸菌飲品—腸胃星球大戰 江庭萱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怡茜/江庭萱/紀崇婕/田履中 余淑吟

TE50016 凍癡與你動次動 邱韋瑄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邱韋瑄、柯智晴、陳品君、陳姿瑜 紀俊年

TE50018 O泡果奶，拉近我們的距離 張議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議 羅翊 張佑丞 曾威齊 方菁容 余淑吟

TE50024 剎提神飲料 潘錫蘭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 潘錫蘭 温孟庭 邱昱儒 黃心儀

TF50002 旺旺好菌輸送帶 林之歆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之歆 任舶安 聶筠庭 黃宜昕 余淑吟

一般廣告設計／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 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A60028 永和豆漿植物肉系列 彭若樺 other 商業設計系 彭若樺、姜曼君、蔡秭盈 邱順應

TA60047 喝永和有保庇 馮群楷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馮群楷 馮文君

TA60051 兒時豆趣 李佩芬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佩芬 陳青志

TA60052 您今天喝豆漿了嗎? 張薺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廖彩衣 呂展毓

TA60063 皮影戲─連結 陳彥汝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彥汝 馮文君

TA60076 永和 蔡岱沅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動畫組 蔡岱沅 陳青志

TA60084 豆墨濃情 王硯俞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凱文 張耀文 雲宇萱 李曉彤 劉俞妤

TA60086 喝永和 好體力 林靖婷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靖婷 馮文君

TA60097 從豆開始 吳昕遙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李沛瑾 張邑丞

TA60103 時尚首選 賴珮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賴珮萱 黃子容

TA60108 永和豆漿遊戲 謝依婕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無 黃子容

TA60112 六子爭豆 趙雅琪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趙雅琪、李婧伶、林祐萱、吳貞儀、夏冰清 羅光志老師

TA60113 豆你健康 趙雅琪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趙雅琪、李婧伶、林祐萱、吳貞儀、夏冰清 羅光志老師

TA60116 全民公投 謝沛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謝沛容 胡育婷

TA60143 豆在一起，漿心比心 廖文莉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廖文莉、廖姿婷、莊文吟、賴穎慧、廖昊品、陳韋宏、林佩誼 羅逸玲、羅光志老師

TA60146 艷色絕世，人壽年豐 蘇軾晞 輔仁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蘇軾晞 黃奕穎



TA60157 停頓一下，微調一下 丁善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丁善妮 陳書惠

TA60160 是壓力該被消除 林羽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林羽柔 李子庭

TA60163 幸運永和你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林綺柔、胡晴雯、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60166 永和你 陳薇晰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黃子芹、張少芸、梁佳鈺、戴思祺 羅光志 老師

TA60173 永抱你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胡晴雯、林綺柔、曾美欣、陳韋翔 羅光志、羅逸玲

TA60176 船遞兩岸情 林綺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陳韋翔、林綺柔、胡晴雯、曾美欣 羅光志、羅逸玲

TA60179 豆在一起 林祐萱 佛光大學 産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夏冰清 吳貞儀 黃舒亭 羅光志老師

TA60180 一豌 周燕萍 other 廣告設計科 周燕萍、黃柔瑄、張妍希、沈彥妃 黃俊榜

TA60181 就算分隔兩地，我還是和你在一起 陳宜汶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陳宜汶、蔡佳諭、王之妍 羅光志老師

TA60187 讓我們泡在一起！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 羅光志老師

TA60190 永豆地圖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蔡佳諭/王之姸/陳宜汶 羅光志老師

TA60211 豆陣來呷 李冠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徐郁雯.李兪萱.李冠廷.傅人華.黃子芹.陳薇晰 羅光志

TA60215 童年記憶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 羅光志老師

TA60216 中國風 兩岸情 台灣味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莊欣儒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羅光志

TA60219 最尊貴的享受 胡庭禎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胡庭禎 陳書惠

TA60222 豆漿大廈 情繫兩岸 范植霖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范植霖 鄧愷威 羅光志

TA60224 永和為貴 夏冰清 佛光大學 传播学系 夏冰清 吳貞儀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羅光志

TA60225 貧窮與富有 劉又榕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劉又榕 張佳涵

TA60228 兩岸豆漿情 李童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童 劉冠辰

TA60229 花正濃時人正愁，唯有豆漿能解憂 徐嘉言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徐嘉言 陳書惠

TA60231 必吃黃豆，身心健康 黃玟錡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玟錡 呂展毓

TA60243 永和豆漿海報 莊縈蓉 other 廣告設計 張庭瑜 呂展毓

TA60248 來自台灣的中國味 陳薇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陳薇安 趙飛帆

TA60254 永和豆漿來自台灣 李韋霖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韋霖 翁永圳

TA60267 餘味無窮 黃之瀅 other 美工科 黃之瀅 邱湘庭 陳韻年

TA60272 磨到好，永遠和你磨到老 徐敔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沒體設計系 徐敔凡 郭龍文

TA60274 處處熟悉豆香濃 張云慈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云慈

TA60281 翁芝誼 other 廣告設計科 王品涵 梁俊杰

TA60282 兩岸都愛永和豆漿 羅婷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婷云 劉冠辰

TA60283 永和豆漿為你譜出美好早晨 李欣芸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欣芸

TA60284 不識兩岸真面目 徐慧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慧珉 劉冠辰

TA60287 奮豆吧，一切豆有我 蔡侑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蔡侑安 邱順應

TA60292 《無界》 廖美怡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廖美怡，鄭心貽，葉嘉瀧，賴建強 馬慈均

TA60297 好的營養，花也感受的到 徐羽彤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羽彤/陳玟伶/鄺雪儀/郭明奕 劉冠辰

TA60299 永和傳統的感動 王子宜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王子宜 馮文君

TA60307 拉近兩岸情 林卓瑩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卓瑩/周昱君/歐芷綾/林子潔/陳雨萱 劉冠辰

TA60310 Soy milk is power 張軒睿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軒睿/莊盂杰/師博義/武冠陞 劉冠辰

TA60314 永遠，和你度過每個早晨 楊庭瑜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庭瑜 陳合成



TA60316 活力加滿 林怡萱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怡萱

TA60317 1.腦公的健康不能停!不能停! 2.按的甜心老婆爽的不要!不要! 李昕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李昕陽 宅治平

TA60326 鬥 康天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思蓉/徐慧珉 劉冠辰

TA60331 受寵的美味 陳婷妤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婷妤 劉冠辰

TA60333 後宮爭「豆」 陳奕任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奕任 劉冠辰

TA60335 故宮「豆」珍藏 陳奕任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奕任 劉冠辰

TA60337 水墨永和豆漿 王佩琳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進修學士班 王佩琳 陳盈蓉

TA60342 距離健康 你缺什麼 邱靖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邱靖達 胡育婷

TA60345 酒瓶裡的永和豆漿 劉奕伶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劉奕伶 黃元禧

TA60364 跨越 余昱辰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余昱辰 馮冠超

TA60367 相聚 姜依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姜依萌 趙飛帆

TA60378 腦補 蔡秭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研究所 蔡秭盈、彭若樺、姜曼君 詹玉艷

TA60387 豆之物語 鐘琪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莊雅琪 方馨逸 張育惠 陳奕任 劉冠辰

TA60393 即漿被灌溉 鐘琪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莊雅琪 方馨逸 張育惠 陳奕任 劉冠辰

TA60399 讀書讀得好，健康沒煩惱 吳桑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吳桑妮 張佳涵

TA60400 吾法抵擋的好滋味 鍾志祥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黃鶴裕 林柏穎 郭霽晅 劉冠辰

TA60403 永豆時刻 鍾瓈寬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雅婷，孫子婷，鍾瓈寬，張真 余淑吟

TA60404 純健康，存健康。 陳珮琦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珮琦、陳楷潔、張筠宜 蔡昌吉

TA60411 豆漿能量波 江振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進專班 江振聲 李新富

TA60424 幸福的起點從永和出發 周昱君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周昱君/林子潔/陳雨萱/林卓瑩/歐芷綾 劉冠辰

TA60438 同味同情 鄭瑋彬 other 視傳系數位媒體科 鄭瑋彬 劉俞妤

TA60462 回憶的味道 黃馨儀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黃馨儀 黃國玲

TA60464 原味本色 鄭祺隆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夜間部廣告設計科 鄭祺隆、鄭湘婷、蔡俊宏、郭亦展、石惟予 洪聖勛

TA60469 代代相傳的味道 鄭筑方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產業視覺設計組 鄭筑方 李新富

TA60473 古人也愛喝永和 楊若妍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楊若妍 馮文君

TA60478 健康的捷徑 潘亮竹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潘亮竹 馮冠超

TA60479 只是思念 張亞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張亞玟

TA60497 五十七族，有福同享 陳思婷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三明專班 無 黃庭超

TA60499 燉與豆 林君翰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君翰 黃子容

TA60502 永豆 許鈞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許鈞凱 張佳涵

TA60517 濃情●傳承●永和 翁祥倫 育達家商 廣告設計 翁祥倫 黃昱幃

TA60519 永和豆漿，享受永和 羅郁琁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黃榆芝 羅郁琁 吳家琪 李宜縉 李昕曈 陳良蕙

TA60522 豆陣 胡奕民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胡奕民

TA60532 豆志高昂 黃微雅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微雅 林亭妤 呂姿儀 葉依庭 方菁容

TA60536 祂也愛喝 胡家綸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胡家綸 杜雅雯

TA60553 豆汁篇 高侑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仕宸 鄭竣文 王奕棠 陳祐瑋 高侑萱

TA60568 吸管掀蓋篇 高侑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仕宸 鄭竣文 王奕棠 陳祐瑋 高侑萱

TA60573 永和豆漿之唯見長江天際流篇 李柔蒨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余幼稜/李柔蒨/蔡昀臻/孫翊媗/林炘楷 陳良蕙



TA60574 永和 李柔蒨 二信高級中學 廣設科 林炘楷，李柔蒨 ，孫翊媗 ，余幼稜，蔡昀臻 陳良蕙

TA60579 它 郭沛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郭沛岑 邱順應

TA60588 層層把關 詹伯謙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術科 黃新惠 王世寧 陳翊綺 楊季霖 詹伯謙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60600 永續 黃敬閔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朱志為 黃敬閔 杜雅雯

TA60606 敬•奉 潘乃維 other 應用美術系 潘乃維 馮冠超

TA60613 年代論 馮灝文 國立臺南高商 廣告設計科 馮灝文

TA60626 健康的旗袍 莊晴文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莊晴文

TA60628 好戲開場，粉墨登場 楊婷羽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張平欣/許瑀芹/楊婷羽/李明潔 方菁容

TA60635 迴響時光 黃亭瑜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王紫蓉 黃紀綾 呂展毓

TA60639 永和豆漿，讓你的腸胃順暢無比 林晏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林晏慈 翟治平

TA60659 佛說永和 彭璐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彭璐

TA60663 每日問候 楊淨如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淨如、曾家琳 呂昭慧

TA60669 嚐出不同的滋味 黃雅屏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黃雅屏 馮冠超

TA60676 我的私房秘技 黃微雅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黃微雅 林亭妤 呂姿儀 葉依庭 方菁容

TA60688 一杯幸福 林曉佩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曉佩、林君柔、鍾晴 蘇鴻昌

TA60694 陪伴 李品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李品蓁 陳立恩

TA60703 喝永豆 健康依舊 陳靖凱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靖凱 蔡明君

TA60704 喝吧！永和豆漿 陳靖凱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靖凱 蔡明君

TA60705 民間故事 向湘淩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向湘淩、呂采芳、溫佳柔 蔡昌吉老師

TA60717 永和六式 李文茹 嶺東科技大學 视觉传达设计系三明专班 李文茹、林舒妤 黄庭超

TA60722 逗好的重要性 姚欣妤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姚欣妤 黃元禧

TA60731 乾杯！ 蕭雅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蕭雅心 陳立恩

TA60740 不能少了這一味．饌 尤翰棕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尤翰棕 洪暐程 羅伊翎 蔡昌吉

TA60752 文化爆發! 康昱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無 無

TA60757 餘音繚繞 詹景伃 other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詹景伃

TA60760 永和豆王 洪嘉亨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洪嘉亨 陳偉欽

TA60762 豆香絹綢掛前川 林之歆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之歆 任舶安 聶筠庭 黃宜昕 余淑吟

TA60766 豆製觀光 鄭善文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鄭善文 張家豪 蔡維倫 蔡昌吉

TA60770 永和娃娃機 劉長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長成

TA60778 永和豆漿廣告 徐珮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徐珮瑄 羅妙如

TA60779 永遠傳承的好味道 陳子琇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奕筑 陳子琇 蔡昌吉

TA60784 一路為你 王郁琹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王郁琹 李新富

TA60787 傳承心意 羅紫芸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陳怡君.劉又榕.羅紫芸.楊祐甄.楊祐毓.陳佳霈.李玉慧.李采穎 梁芯.李龍.邱榛娟

TA60792 永和飄香 蕭敏延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蕭敏延 李新富

TA60794 漿心比心 豆是為你 簡翊涵 樹德科技大學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張哲育 陳美蓉

TA60800 永和豆漿之清明上河圖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廖彩琁 張雅涵 林秀芬 劉芝函 王芊茵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A60801 再來！再來！ 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志忠

TA60816 豆陣來彈珠檯 王瀅綺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單設計系 王瀅綺 蔡昌吉



TA60824 漿你豆笑 陳虹菱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賴奕璇 陳虹菱 黃安萁 林玟慧 顏妤卉 陳良蕙

TA60842 記錄生活的每一天 吳宛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吳宛蓁 彭佳瑩

TA60847 有喝有包庇 許柏祥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柏祥 蔡明君

TA60862 1 江益勝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3 王建堯

TA60878 永和，永恆 黃妍婷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黃妍婷 李新富

一般廣告設計／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 非平面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B60012 永豆之戰 許庭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庭維/傅人華/李冠廷/張景智 羅光志老師、羅逸玲老師

TB60018 雙城戀上永和豆漿 周妤儒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周妤儒、洪昭儀 梁丹青

TB60030 永和你同樂 李映嫻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李映嫻、楊晏溱、許家馨、王柏堯、林琮哲 劉政銓

TB60044 永和豆漿 姜捷芸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多媒體系 1 張芷寧2 吳懿憓3陳怡均4 蔡亞璇5姜捷芸6劉潁尼7姜捷芸8陳榆瑩 梁朝棟

TB60047 遇見 林欣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欣 林涓 楊志偉 梁朝棟

TB60047 遇見 林欣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欣 林涓 楊志偉 梁朝棟

TB60055 漿你擺在第一味 陳柔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陳柔潔、卓小馨、李欣宜 梁丹青

TB60055 漿你擺在第一味 陳柔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陳柔潔、卓小馨、李欣宜 梁丹青

TB60059 永遠和你兜在一起 謝佩紡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吳亭儀、謝佩紡、洪欣群、陳千華、陳德瑋 劉政銓

TB60079 背影 周鵬 other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周鵬,吳寜康,陳依伶 杜聖聰

TB60098 豆愛這一味 張芷映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芷映 鄒家豪

TB60108 永和豆漿 杜恩乔 崑山科技大學 崑山視訊傳播設計系 杜恩乔 陳毓旋

TE60002 美麗的秘訣 李昱彤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李昱彤 賴思宇 林詠欣 林宜璇 熊怡鈞 吳崇榮

TE60025 宮豆秘辛—豆智豆勇，宮豆贏家 陳又嘉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又嘉 陸霈 彭子齡 張庭瑜 方菁容 余淑吟

TE60028 永遠和你在一起 莊乃甄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莊乃甄/陳家淇/謝心渝/葉伃婕

TE60033 射日大賽 張又懿 中原大學 商設系 張又懿、張鈞祺、江柏萱、林昱婷、周詩涵、蔡妮芸 黃儀婷

TR60006 永和超市 張均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張均濃 邱順應

TR60014 永和－李杜也瘋狂 林海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海倫、蕭智檠、林涵柏 邱順應

TR60017 爭相搶奪的好滋味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林劭宇 陳虹樺 陳宥蓉 許郁欣 高婕 蘇美瑜 戴莉芸 林坤毅 李俊龍 陳良蕙

指定品牌/媽祖文創設計大賽/觀摩組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GTH70001  3D立體手撕記事本-大甲媽祈福保庇版 許文耀 許文耀

GTH70003 壓轎巾 張瀚壬 鄭寒瑜

GTH70004 聖杯袋著走 張瀚壬 鄭寒瑜

GTH70007 媽祖在身邊 巫婉華 木城工坊夥伴們

GTH70008 媽祖娘娘耳聰目明平安大吉系列 陳光莒 陳光莒(BO2)

GTH70009 嘉冠喜_媽祖文創煎餅 陳文興 葉人銓

GTH70011 媽祖廟宇存錢筒 江日瑋 江日瑋 蕭明瑜

GTH70012 旺旺平安發財箱 吳翊綺 何禮旭

敏耀創意有限公司

天後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企劃

設計

單位

BO2圖文工作室

業務部

設計部

台北電商中心



GTH70013 麥麥大節慶-天上聖母(金屬書籤-紅) 江日瑋 江日瑋 蕭明瑜

GTH70014 旺旺盒好 吳翊綺 何禮旭

GTH70015 麥麥大節慶-Bua Bue聖杯系列(媽祖) 江日瑋 江日瑋 蕭明瑜

GTH70017 金門38白金遶境平安祈福酒 蔡豐謙 羅丹

GTH70020 鳳凰春花 林佩瑩 林佩瑩

指定品牌/媽祖文創設計大賽/社會組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單位/學校 部門/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STH70004 媽祖平安籤筒創意咖啡包(或茶葉包) 王綉雯 總經理 王綉雯

STH70006 媽祖 周秀惠 拼布 周秀惠

STH70008 湄洲媽祖超萌特色明信片 高慈妤 設計研究所 高慈妤

STH70010 媽竹托夢 MAZU tuomeng 蘇鴻昌 創意指導/助理教授 蘇鴻昌

STH70017 順風.千里運動毛巾 蔡鴻奇 設計總監 蔡鴻奇

STH70020 千里眼鏡架&順風耳機收納器 林顯庭 文創造設計工作室 林顯庭

STH70024 媽祖保佑 賴禹呈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賴禹呈 劉冠辰

STH70025 媽宙 朱祐葶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鄭喬萱/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STH70028 媽祖文創平安傘商品設計 吳柏樺 行銷部 吳柏樺 吳定憲

STH70044 湄洲媽祖 王佳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王佳莉 / 魏郡萱 / 魏楷庭

STH70047 寶寶的守護者 許維家 起點設計 許維家、許廷瑜、陳昶名

STH70056 媽祖保庇- 潮雨衣 劉文賢 媒體宣傳部 徐佳蒨、林郁婷

STH70063 天后媽煮麵品牌與系列包裝設計 吳松洲 取絕設計有限公司 吳松洲 黃怡瑄 潘嘉琪

STH70067 媽呀！叉你一個！ 陳品聿 自由業 陳品聿

STH70071 香爐 許維家 起點設計 許維家、許廷瑜、陳昶名

STH70075 Mazu a BOBEE 許維家 起點設計 許維家、許廷瑜、陳昶名

指定品牌/媽祖文創設計大賽/學生組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XTH70007 媽祖在上 廖辰玉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廖辰玉

XTH70013 清塑憐生 邱昇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邱昇 張邑丞

XTH70019 環保長錢包 施雅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 施雅惠 黃維政

XTH70020 手信仔 顏姿怡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顏姿怡、蘇郁琳 吳崇榮

XTH70023 媽祖保佑平安光明 陳冠佑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冠佑 張邑丞

XTH70026 媽祖陪伴，一路聖杯 陳思帆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思帆 馮冠超/張邑丞

XTH70028 MASK 李婧伶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李婧伶、趙雅琪、林祐萱、吳貞儀、夏冰清 羅光志

XTH70033 媽祖快問快答 陳柏豪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柏豪

XTH70034 媽祖文創商品設計 賴淑芳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賴淑芳 吳綉華

XTH70036 洗浸身心靈三部曲 崔逸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崔逸 張邑丞

XTH70037 光引-如意檯燈 蘇于淨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蘇于淨 蔡明君

台北電商中心

大視設計有限公司

企劃部

瑩的幸福工坊

設計部



XTH70038 湄洲馬祖文創商品系列 蔡燿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蔡燿宇 翟治平

XTH70039 雨天妃 張時造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時造 劉冠辰

XTH70046 媽祖文創設計 廖芯妤 other 廣告設計科 廖芯妤 歐雪萍 楊妤潔 林育慧 方薰慧 廖鴻翔 王海瑞 黎芷彤 唐芷苓 劉冠辰

XTH70048 媽祖MAZU 歐雪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歐雪萍 廖鴻翔 廖芯妤 楊妤潔 林育慧 王葳 王海瑞 方薰慧 唐芷苓 黎芷彤 劉冠辰

XTH70053 嘻哈媽祖 閻柏誠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閻柏誠 劉冠辰

XTH70056 媽祖文創商品 王于熙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于熙 劉冠辰

XTH70057 媽祖包你平安系列 黃紫惟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蔡語暄 顏君瑋 袁桂婷 羅逸玲老師，羅光志老師

XTH70058 媽祖伴你閱系列 劉妤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蔡語暄 顏君瑋 袁桂婷 羅光志老師，羅逸玲老師

XTH70059 媽祖的祝福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莊欣儒 羅光志

XTH70060 媽祖行車平安安全帶套 許鼎睿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蔡語暄 顏君瑋 袁桂婷 羅光志

XTH70062 媽祖寶 鄧安庭 other 廣告設計科 鄧安庭/黃純真/吳旻妤/郭芊奷/廖采軒/莊盈蓁/劉家妤/邱芝穎/鄭閎元 劉冠辰

XTH70063 海上女神 蕭瑋嬣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瑋嬣/周昱華/楊雪麗 劉冠辰

XTH70064 祖廚媽媽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鄧筑元 劉冠辰

XTH70070 Q型媽祖馬克杯茶葉過濾器組合 余庭瑋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余庭瑋 涂沂婷 鄭文正

XTH70075 媽祖面面具到 黃玟霖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玟霖 劉冠辰

XTH70077 四海一默 廖弘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廖弘翔 方薰慧 王葳 林育慧 唐芷苓 楊妤潔 廖芯妤 歐雪萍 黎芷彤 王海瑞 劉冠辰

XTH70078 雨的保佑 游泓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游泓億 劉冠辰

XTH70080 媽祖文創 陳宛榆 other 廣告學系 陳宛榆

XTH70083 媽祖 鄭閎元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鄭閎元 莊盈蓁 劉家妤 郭芊奷 廖采萱 邱芝穎 黃純真 吳旻妤 鄧安婷 劉冠辰

XTH70084 媽祖娘娘的守護 蕭彤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彤絹 劉冠辰

XTH70085 "香"火因缘 李哲佑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李哲佑 張邑丞

XTH70086 媽祖原創設計 唐震 other 廣告設計 唐震,閻柏誠,王紹齊,曾麒鳴,張羽瑄,顧芷瑄,魏羽倫,陳俊維,李銘心 劉冠辰

XTH70087 歡盈媽祖線香座 陳俞蓁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陳俞蓁 馮冠超、張邑丞

XTH70088 神守護 李依樺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依樺 劉冠辰

XTH70090 媽祖文創組 陳亭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亭潔 郭龍文

XTH70095 民以食為天 陳維秀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詠翔,黃泓學,林詠晨,陳維秀 劉冠辰

XTH70096 媽祖文創 王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王葳 廖弘翔 歐雪萍 林育慧 方薰慧 唐芷苓 黎芷彤 楊妤婕 王海瑞 廖芯妤 劉冠辰

XTH70100 媽祖好棒 向禹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向禹瑄/王怡樺/李明憲/吳育鴻/彭紹晉 劉冠辰

XTH70101 媽祖保庇 鄧筑元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鄧筑元/林鎂涓 劉冠辰

XTH70102 媽祖文創大賽 徐振凱 育達高級中學 設計科 徐振凱、許廷宇、葉彥麟、賴彥合、蕭丞陽 黃俊榜

XTH70103 時時刻刻 劉鈺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蕭淽涵、連思婷 楊文灝

XTH70104 賀媽媽 陳駿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駿維、張羽媗、王紹錡、唐震、曾麒鳴、李銘心、閻柏誠、顧芷瑄、魏妤倫 劉冠辰

XTH70109 Mazu 吳季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季儒 劉冠辰

XTH70121 媽祖 林冠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楊子萱 劉冠辰

XTH70122 小文青 x MAZU 葉于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葉于萱 /楊雪麗 劉冠辰

XTH70124 波嗶包包 黃彥瑜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無 馮冠超，張邑丞

XTH70127 符咒發泡錠 陳盈容 other 應用美術學系 陳盈容 張邑丞

XTH70129 媽祖文創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吳芳瑜 劉冠辰



XTH70133 跟著媽祖走帆布包 劉育汝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劉育汝 張邑丞

XTH70137 媽祖 鄭蕎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鄭蕎萱/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XTH70139 媽祖 陳譽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譽方 劉冠辰

XTH70141 媽祖很無奈啊 李日凱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日凱 王明珠

XTH70142 媽祖祈福擦手巾 林明曄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林明曄 陳昱蓉 鄭文正

XTH70143 廚屋媽祖 KITCHEN MAZU 林鎂涓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鄧筑元 劉冠辰

XTH70147 層層守護 姜希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 姜希瑛，吳怡萱 劉建成

XTH70148 創意媽祖特產 江晉銘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家宏 蘇鴻昌

XTH70150 世愛 朱橙煜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朱橙煜 王明珠

XTH70154 媽祖生活 許博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許博雯 劉冠辰

XTH70158 手上金、手上心 李昱萱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李昱萱 馮冠超

XTH70163 默娘飾 許祖寧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祖寧，巫樂晴，辛蕙廷，許博雯，黃妍甯，楊子萱，龍思諭，林冠宇，陳冠廷，彭康俊 劉冠辰

XTH70168 茶郊聖母傳奇─品茶用具系列 劉宜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劉宜蓁 陳玉瑄 翟治平

XTH70170 媽祖與你同在 關智元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賴淑芳 高恩奇 林子瑄 蔡婷羽 吳綉華

XTH70174 媽祖有保庇供品 李思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李思昀

XTH70175 媽祖相關圖騰設計 蔡淳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蔡淳瀅

XTH70176 一世長安 羅佳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羅佳文

XTH70177 媽祖保佑-幸福鑰匙架 蘇霈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系 蘇霈芯 李弈璋

XTH70179 成都飲食文化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鄧筑元 劉冠辰

XTH70182 媽祖娘娘「盥」名說讚 吳庭葦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吳庭葦、周旻慧 蔡奇睿、陳柏宇、李芃蓁

XTH70183 媽祖口紅 林芷伶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芷伶、楊婷尹、江旻樺 翁永圳

XTH70184 筆下的媽祖 陳瑾蓉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羅雅芳 陳儀璇 陳瑾蓉 蔡奇睿

XTH70185 媽祖如意擲筊腰果及媽祖平安茶 陳家葦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家葦 馮冠超、張邑丞

XTH70187 保佑隨身袋 余驊軒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余驊軒

XTH70188 保庇禮 何嘉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何嘉欣

XTH70189 如意自拍棒 楊家期 南華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系 楊家期 孫瑋穜

XTH70193 媽祖靠得住 Ng Yong Yi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Ng Yong Yi 黃詠宜 趙飛帆

XTH70196 新年好 施品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施品慈

XTH70202 媽祖呷平安茶包 江怡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江怡萱 李奕璋老師

XTH70207 湄Mei 康靜倪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郭芳岑、康靜倪、楊佩君、王孟芸 余淑吟、方菁容

XTH70210 非祢莫薯 楊芋莛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楊芋莛 馮冠超

XTH70212 玉帶。欲量 林盈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林盈甄

XTH70215 媽祖文創 杜佳靜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杜佳靜 洪睿杰 徐成坤

XTH70216 順風千里 洪思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洪思帖 李奕璋

XTH70218 媽祖攪拌杯組 黃宇歆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黃宇歆、許淂泰 鄭文正

XTH70226 平安符OK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詩涵 曾詩涵 趙飛帆

XTH70227 瓶安帶著走 莊佳慧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莊佳慧、賴侑辰 劉俞妤

XTH70228 有求必應 高郁翔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高郁翔 王明珠



XTH70230 媽祖咖好 陳妤慈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妤慈 陳映潔 蘇芷琪 邱子容 余淑吟

XTH70233 戴來平安 高郁翔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高郁翔 王明珠

XTH70234 囝仔保庇健康大 陳姿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陳姿君 莊育鯉

XTH70238 航．行 洪翊瑄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洪翊瑄 蔡明君

XTH70243 浪。花 林芩宇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 林芩宇 翁永埈

XTH70244 林默娘服飾店 姜元蔚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元蔚，朱祐葶，許庭瑄，林信玟，林佳宜，廖津輝，李芳承，張佳敏，徐藝瑄，鄭蕎萱 劉冠辰

XTH70248 媽祖 文創商品 程文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程文翰 李奕璋

XTH70249 媽祖 海韻 陳靖凱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靖凱 蔡明君

XTH70250 媽祖usb 楊皓鈞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蘇子軒 蔡奇睿

XTH70251 靜海之墜 刁乙萱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刁乙萱、許珮妮、郭運典 蘇鴻昌

XTH70252 平安符OK繃 曾詩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詩涵 趙飛帆

XTH70258 媽祖T恤 李品萱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盧聖崴 李品萱 何翊綾 李汪隆 翁永圳

XTH70264 Q版千里眼與順風耳 余明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余明芯

XTH70266 黑糖媽祖 葉祖妤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葉祖妤 張邑丞

XTH70267 家有媽煮MAZU in the house 洪全億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洪全億、吳豐君 蘇鴻昌

XTH70268 桌遊設計-初巡 林恩悌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恩悌、陳士弘、李泓樺 蘇鴻昌

XTH70270 雨過天晴 許云齡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云齡/陳妤婷/陳鈺婷 蘇鴻昌

XTH70271 默默．守護 劉季溦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冠廷 劉季溦 洪辰秉 蔡昌吉

XTH70272 聖母隨行 朱家宏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朱家宏、許宜安、陳法綸、劉紘瑄 余淑吟

XTH70273 帶著媽祖去旅行-旅行套組 楊芷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楊芷卉、洪采明、徐靖堡 劉建成

XTH70274 碧月敬海 李澤甫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李澤甫 黃子杰 黃詩茜 陳品蓁 藍偉憲

XTH70275 媽祖保庇杯套 許嘉峻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許嘉峻 馮冠超

XTH70278 筊杯耳環 陳家婕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陳家婕 賴惠如

XTH70279 媽祖廟 蘇晨瑩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系 蘇晨瑩 賴惠如老師

XTH70281 媽祖巡茶 李鐛涵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李鐛涵、劉禎、陳銳、潘彥旻 傅學祺

XTH70283 媽祖毛巾-時代記憶 陳彥維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陳彥維 蘇于倫

XTH70284 媽祖胸針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林孳敏 林孳敏 李奕璋

XTH70285 海上守護神媽祖 徐暄惠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 設三A 許祖瑜 徐暄惠 鄭文正

XTH70286 平安守后 蔡茹芳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蔡茹芳、繆昌敏、翁欣妤、連倢 林翰宗、陳穎慧

XTH70288 媽祖創意存錢筒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朱永圭 朱永圭 蘇于倫

XTH70290 木。繪 黃美瑜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黃美瑜 蘇于倫老師

XTH70291 好運器＿媽祖文創餐具組 賴子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 林宛菉、洪玉庭 劉建成

XTH70294 雲若水 蕭憶玫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蕭憶玫 歐思瓏 陳昱廷 翁永圳

XTH70295 媽祖在哪裡呀 梁怡馨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梁怡馨 蘇于倫

XTH70298 三寶茶具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王暐淳 劉書妤 謝銳穎 王暐淳 劉書妤 謝銳穎 彭佳瑩

XTH70299 媽祖護身符茶包 徐筱捷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徐筱捷 方菁容

XTH70301 媽祖文創設計 巫樂晴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巫樂晴 劉冠辰

XTH70303 鳳冠霞披 吳佳怡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吳佳怡/陳蓉嫻/陳忻瑑/董語嫣/黃閔/林沛妤 蔡昕融



XTH70304 茶中媽祖 黃鈺婷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係 黃鈺婷 黃文昭 鄭文正

XTH70306 心情碗 黃鈺婷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係 黃鈺婷 黃文昭 鄭文正

XTH70307 符氣 陳采嵐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芷瑜、陳芮琦、陳采嵐、吳佳昱 傅學祺

XTH70311 媽祖天后福祉 彭紹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彭紹晉/吳育鴻/李明憲/向禹瑄/王怡樺 劉冠辰

XTH70312 媽祖紙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郭芳廷 電影Gogo 吳岳錚

XTH70315 馬祖明信片 李瑞虹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瑞虹 藍偉憲

XTH70320 媽祖製糖隨身旅遊組 梁雅筑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皓鈞

XTH70324 柑媽店 何如謹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柯瑜慧、何如謹

XTH70327 祖扇 邱嘉君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邱嘉君 王明珠

指定品牌/保生大帝文創商品設計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H30002 保生貼布 田芳融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田芳融 張邑丞

TH30003 保生藥籤便條 陳亭穎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陳亭穎 馮冠超、張邑丞

TH30004 保生平安個人隨身醫藥包 吳易璇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易璇 蔡明君

TH30005 保生樂植栽 洪伊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蘇澤希 林承謙

TH30007 學甲慈濟宮保生大帝文創商品系列 蔡燿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無 翟治平

TH30009 永保安康 陳姿菱 佛光大學 視覺傳達暨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姿菱 陳薇晰 羅光志

TH30009 永保安康 陳姿菱 佛光大學 視覺傳達暨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姿菱 陳薇晰 羅光志

TH30010 葫蘆保道士 張時造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時造 劉冠辰

TH30011 保生貴子好孕籤 劉溢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溢豐 趙飛帆

TH30012 保生大帝藥籤精油 王于熙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于熙 劉冠辰

TH30014 保生腰圍量尺 廖苡晴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陳亭均、林季青 羅光志 羅逸玲

TH30016 保食終生 蕭瑋嬣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瑋嬣/周昱華/楊雪麗 劉冠辰

TH30017 保生醫師 DR.BAOSHENG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鄧筑元 劉冠辰

TH30021 生生不熄 王怡樺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怡樺 向禹瑄 吳育鴻 李明憲 彭紹晉 劉冠辰

TH30024 保生茶組 游泓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游泓億 劉冠辰

TH30025 幸福藥籤糖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楊濬璟 莊欣儒 羅光志

TH30026 保你一生美美的 蕭彤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彤絹 劉冠辰

TH30027 保平安皂 曾培欣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曾培欣 蘇于倫

TH30028 保生大帝印象 林詠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詠翔/黃弘學/陳維秀/林詠晨 劉冠辰

TH30035 學甲慈濟宮四主神調味罐 杜浩銘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杜浩銘 蘇于倫

TH30036 帝王保生 李依樺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依樺 劉冠辰

TH30037 保˙養生 賴禹呈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賴禹呈 劉冠辰

TH30038 保護一身 劉鈺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蕭淽涵、連思婷 楊文灝

TH30039 行醫結緣-福虎祥龍筆記本 林心妍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心妍 林善榛 張愷倫 賴建佑 黃睦晴 吳岳泓 劉冠辰

TH30040 保生大帝 張軒睿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軒睿/莊盂杰/武冠陞 劉冠辰

TH30042 保生大帝藥罐 向禹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向禹瑄/王怡樺/李明憲/吳育鴻/彭紹晉 劉冠辰



TH30043 健康保生 鄧筑元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鄧筑元/林鎂涓 劉冠辰

TH30044 一童遊玩 周昱華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雪麗、蕭瑋嬣 劉冠辰

TH30046 保生大帝-洗手乳 毛念晴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毛念晴 蘇于倫

TH30048 保生與你 楊雪麗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雪麗�/蕭瑋嬣/周昱華/葉于萱 劉冠辰

TH30049 保生醫療 葉于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葉于萱 /楊雪麗 劉冠辰

TH30050 保生館 黃泓學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泓學/林詠翔/陳維秀 劉冠辰

TH30052 藥師。保生大帝 莊盂杰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莊盂杰/張軒睿/武冠陞 劉冠辰

TH30053 保生's STYLE 鄭心儀 景文科技大學 視傳系 鄭心儀 劉冠辰

TH30054 保生大帝 擴香石 張鐙云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張鐙云

TH30056 保生藥浴 李昕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昕玫 劉冠辰

TH30060 保生膳堂 簡千欣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潘怡茹、簡千欣、周錦梵 蘇鴻昌

TH30061 學甲慈濟宮保生藥皂 _「保」護你身 杜孟熹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杜孟熹 蔡明君

TH30062 居家醫療—永保安康 邱建翃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邱建翃 馮冠超、張邑丞

TH30063 保你一切 陳若昕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若昕 連盈惠 鄭文正

TH30064 保生大帝 旅行袋 莊詠儒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莊詠儒

TH30065 學甲慈濟宮L型書架 - 保「正」聆聽 杜孟熹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杜孟熹 蔡明君

TH30066 學甲慈濟宮 - 杯緣子 杜孟熹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杜孟熹 蔡明君

TH30067 保生樂郵郵 黃意庭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意庭 劉冠辰

TH30068 保生大帝 陳譽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譽方 劉冠辰

TH30070 保生多福 徐瓊池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瓊池、黃慧琳、朱韡綸 蘇鴻昌

TH30071 保生藥浴 李昕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昕玫 劉冠辰

TH30072 藥面子-中藥草本面膜 陳盈蓁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蔡旻倩 余淑吟

TH30073 藥香香 林祐如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祐如、高郁婷、林可渼、游淳伃 余淑吟老師

TH30074 芬芳隨行 林芷吟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林芷吟

TH30075 生活有保庇 林宛菉 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 賴子晴、洪玉庭、林宛菉 劉建成

TH30076 檀香壶 蔡艺玲 崑山科技大學 视觉传达设计系 蔡艺玲 蔡明君

TH30077 生花轎響 許庭瑜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庭瑜、黃淑宜 蘇鴻昌

TH30081 保餐一頓 吳冠郁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冠郁 蔡明君

TH30082 保生疊疊籤 江家綺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江家綺 陳絡婷 吳庭瑜 藍偉憲

TH30087 保生大帝香包 鍾瓈寬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楊雅婷，孫子婷，鍾瓈寬，張真 余淑吟

TH30091 大道良姿 陳科宏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科宏，陳昱宏，黃才灃 蘇鴻昌

TH30092 保生大帝護身手環 吳佩琦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佩琦 黃國玲

TH30093 痠溜溜 保生大帝痠痛貼布 鍾汶諺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鍾汶諺 蘇于倫

TH30095 學甲慈濟宮 保生大帝文創商品創作 賴靖茹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賴靖茹 黃國玲

TH30096 保生大帝故事餐具設計－虎爺餐具盒 陳宏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陳宏啟 翟志平

TH30099 文創保生 藍毓媗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 藍毓媗、張羽潼 陳俊言

TH30100 保健至寶 吳昀芬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昀芬 劉冠辰

TH30102 喝水，保身健康 邱鈺甄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陳昭瑋 林傑森



TH30106 保生大帝藥籤冰棒 陳盈蓁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王若婷 余淑吟

TH30110 保生飾代 吳育鴻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育鴻 . 王怡樺 .向禹瑄 . 李明憲 . 彭紹晉 劉冠辰

TH30111 保生3C 吳姵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姵萱 劉冠辰

TH30113 媽祖有保庇 林詠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林詠晨 劉冠辰

TH30114 保生"保身" 林詠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 林詠晨 劉冠辰

TH30115 保生大帝－大道公解籤皂 施佳妘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施佳妘 黃國玲

TH30116 保你好眠燈 張蕙讌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于萍，紀姿沅，趙叡穎，張蕙讌 傅學棋

TH30118 保生大帝 天地五行養生眼罩 謝岳融 南華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謝岳融 葉宗和

TH30120 懸壺濟世 林雨潔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怡秀、袁文敏、林雨潔 蘇鴻昌

TH30121 一箱保一生-保生大帝醫藥箱 楊芷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楊芷卉、洪采明、徐靖堡

TH30127 保藏養生 張珍禎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江季蓉、廖楷平、張珍禎 蘇鴻昌

TH30128 保「身」大帝── 保佑安生 李乃萱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乃萱 周詩涵 大森紗雅 王怡敏 傅學祺

TH30129 保你健康按摩組 陳美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穎柔、楊謦綾 趙飛帆

TH30131 保生大帝戴著走 萬婷雅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術學位學程 萬婷雅

TH30134 花橋濟 - 保健食品品牌設計 許先翔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昱文 顏佑庭 許先翔 蘇鴻昌

TH30136 踏上平安的旅程 劉貞妤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劉貞妤、李衍廷 詹朝棟

TH30137 保生大帝便當禮盒 Lee Shin Jye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李心潔 蘇于倫老師

TH30139 保蔘啤酒 陳瑞軒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瑞軒、陳萱文、陳諾恒、游倩雅 傅學祈

TH30146 保生大帝療癒型桌上盆栽 邱怡嘉 長榮大學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邱怡嘉 蘇于倫

TH30148 媽祖味 choose your way 周冠樺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周冠樺、梁瀚心、洪藝珊 蔡奇睿

TH30150 鎖住健康 莊佩雯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莊佩雯 蔡明君

TH30151 優癒巧克力禮盒 柯明慧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柯明慧 李耀華

TH30152 保生 保身 何宜玲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潘宇璇 、 何宜玲 蘇鴻昌

TH30153 保生大帝文創 蕭意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蕭意璇 陳青志老師

TH30156 保身瓶 吴湘云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吴湘云 植潔儀 溫思悅

TH30157 慈濟佑民――旅行隨身藥盒急救包 王佳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王佳莉 魏郡萱 魏楷庭

指定品牌/統帥電器產品腦洞廣告設計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H20246 冷處理 輕態度 林柏宇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視覺傳達組 林柏宇 馮冠超

TH20107 水溫由你統帥/高溫由你統帥/氣溫由你統帥 陳湛穎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湛穎/蔣浩晨/陳孟鈞 /黃致豪 /趙建鈞/陳星岑 劉冠辰

TH20144 統帥家電- Less is more 陳昱妃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昱妃、涂玟慬、蘇郁心 呂昭慧、黃治蘋

TH20149 電器男子的告白 李心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李心妤 胡育婷

TH20154 別吵了，讓我來！ 宋亞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宋亞欣 張肇容 莊立晨 馮韋綸 劉建成

TH20156 新鮮感 陳家柔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家柔 趙飛帆、曹融

TH20161 美得像幅畫 劉景宜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劉景宜、江宥霖、蔡雅萍、俞子筠 方菁容

TH20228 完美比例，極品美學 陳佳瑜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佳瑜 林季薇 黃䕒慧 林芷君 方菁容

TH20092 統帥電器 林雅培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雅培/林瓊如/陳孟君 蔡昌吉



TH20134 踏破鐵鞋無覓處 陳冠慈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冠慈/葉力宏/ 劉冠辰

TH20182 打開 吳冠郁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冠郁 蔡明君

TH20182 打開 吳冠郁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冠郁 蔡明君

TH20192 時間會變，新鮮不變 彭子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彭子昕 陳立恩

TH20223 有了生活、有了溫度，你還差什麼? 陳沂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陳沂暄 陳立恩

TH20224 你我的大眾情人—統帥電器戀愛篇 黃偉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黃偉如、吳姿樺、陳百荷 劉建成

TH20251 新生活 王至媺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至媺 李新富

TH20121 不是統帥人家不要!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H20157 靠近一點 陳家柔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家柔 趙飛帆、曹融

TH20190 隨時 詹珍綺 other 商業設計系 詹珍綺 邱順應，李新富

TH20217 將愛加熱／將愛保鮮 胡芊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胡芊慧 陳立恩

TH20137 電器求婚大全 李沛慈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沛慈 李新富

TH20267 捲餅電器 黃琇琪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黃琇琪 郭靖邦 呂之蕙

TH20099 禍來帥擋 高欣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欣瑜 謝佳晏 曹聖亞 林碧珊 陳柏宏 陳冠華 劉冠辰

TH20108 因為使用統帥...... 陳駿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駿維 楊碧珠

TH20185 統帥，與眾不同的帥 張晏瑜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羅筱媛 盧沛棋 蔡昕融

TH20226 統帥電器 遙遙領先 許宛瑜 國立臺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曜瀞 許宛瑜 李冠毅

TH20237 從今以後，我不再是你的過敏原。 許峻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蘇宇柔 許峻榮 翟治平

TH20243 受夠了嗎 張議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議 羅翊 張佑丞 曾威齊 方菁容 余淑吟

TH20247 統帥之技術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張雅涵 林秀芬 廖彩琁 王芊茵 劉芝函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TH20001 當我們筒在衣起其快樂無比 楊惠晴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楊惠晴 于敏玲

TH20039 烤焦蛋糕 陳柔君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柔君君 黃子容

TH20054 統帥，你的生活 賴德馨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賴德馨、黃筠絜、曾美臻 葉如恩

TH20081 統帥電視 樂趣無窮 范植霖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范植霖 鄧愷威 羅光志

TH20086 時尚電器˙增加風采/時尚電器˙增加質感 陳湛穎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湛穎/蔣浩晨/陳孟鈞 /黃致豪 /趙建鈞/陳星岑 劉冠辰

TH20104 動物也糊塗 陳彥婷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彥婷、葉靜蓉、邱孟涵、徐順蘋、林欣潔、廖盈嵐 劉冠辰

TH20105 統帥電氣踢 陳冠華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冠華/高欣瑜/陳柏宏/林碧珊/曹聖亞/謝佳晏 劉冠辰

TH20120 你的日常我來貼近 廖唯霖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唯霖、謝宜芳 藍偉憲、許翰殷

TH20131 統帥電器，有如身歷其境，開起新冒險 羅宏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宏昱、黃頎斌、林稟鈞 劉冠辰

指定品牌/旺旺集團公共藝術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H50009 拉了就會旺旺旺! 黃小娟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小娟

TH50017 旺仔溫泉旅舍 陳亮瑋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亮瑋, 陳良維 劉冠辰

TH50018 旺旺花盆 陳亮瑋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亮瑋, 陳良維 劉冠辰

TH50019 旺仔人孔蓋 陳亮瑋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亮瑋, 陳良維 劉冠辰

TH50020 旺旺來讚聲 劉力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力銓、許婷雅 林承謙



TH50024 握到就有滋味 蕭邑昕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系廣告設計組 蕭邑昕 張邑丞

TH50028 旺仔雪餅手拉環 蔡燿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無 翟治平

TH50033 旺你入眠(LED小夜燈設計) 陳貞霓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貞霓、黃彥萍、曾鈺雁、徐以辰、黃江涇、周佳穎 劉冠辰

TH50035 旺旺休息區 毛蓉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毛蓉惠、林佩欣 呂威瑩

TH50045 旺仔情緣 吳麒文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麒文/陳楷淇／吳育沁／李德蓉／林嘉歆／吳晏翎／杜靖瑩 劉冠辰

TH50046 旺仔回憶別墅 吳麒文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麒文/陳楷淇／吳育沁／李德蓉／林嘉歆／吳晏翎／杜靖瑩 劉冠辰

TH50047 旺囍臨門 吳麒文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麒文/陳楷淇／吳育沁／李德蓉／林嘉歆／吳晏翎／杜靖瑩 劉冠辰

TH50053 扭旺蛋 黃彥萍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彥萍、陳貞霓、曾鈺雁、徐以辰、黃江涇、周佳穎 劉冠辰

TH50067 旺旺 守護您家門 陳韋成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韋成 劉冠辰

TH50074 旺旺軍團 林善榛 景文科技大學 視傳系 林善榛 林心妍 張愷倫 賴建佑 黃睦晴 吳岳泓 劉冠辰

TH50075 旺襲全球 林善榛 景文科技大學 視傳系 林善榛 林心妍 張愷倫 賴建佑 黃睦晴 吳岳泓 劉冠辰

TH50079 迷旺美 楊竣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竣翔/王惠昕/劉語軒/曾俊耀/林昊正 劉冠辰

TH50080 旺憂樹 楊竣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竣翔/王惠昕/劉語軒/曾俊耀/林昊正 劉冠辰

TH50082 旺旺環遊世界 劉語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語軒、楊竣翔、王惠昕、曾俊耀 劉冠辰

TH50085 旺想奇城 黃睦晴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睦晴 林心妍 林善榛 張愷倫 賴建佑 吳岳泓 劉冠辰

TH50087 妞仔互動樂-兒童互動式樂園休息區 吳育沁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育沁 /林嘉歆 /吳晏翎/杜靖瑩/李德蓉/陳楷淇/吳麒文 劉冠辰

TH50092 旺旺柑仔店 林嘉歆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嘉歆/陳楷淇/吳育沁/吳麒文/吳晏翎/杜靖瑩/李德蓉 劉冠辰

TH50105 WON BOWLING 林奕岐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奕岐/陳良維/陳亮瑋 劉冠辰

TH50121 牛仔樂旺旺 張愷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愷倫、林心妍、林善榛、賴建佑、黃睦晴、吳岳泓 劉冠辰

TH50137 流連旺返 邱彥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彥瑜 、吳昀芬、沈煜晏 劉冠辰

TH50141 包你旺 邱彥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彥瑜 、吳昀芬、沈煜晏 劉冠辰

TH50144 旺仔咖啡廳 羅宏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宏昱 劉冠辰

TH50146 電視首秀 吳昀芬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昀芬 邱彥瑜 沈煜晏 劉冠辰

TH50147 創作主題一：旺旺好運列車休息區 張鑫銘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鑫銘 劉冠辰

TH50164 旺你心坎 沈煜晏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沈煜晏 劉冠辰

TH50171 旺仔新樂園 連禹蓁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蘇沛緹、鄭皓詩 余淑吟老師、方菁容老師

TH50197 旺旺遊樂場 陳良維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亮瑋 劉冠辰

TH50199 旺旺樂園——尋找一片童真之地 程思佳 輔仁大學 应用美术学系 程思佳 陳向前 龔君浩 侯文治

TH50201 旺星人 郭芷言 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郭芷言 黃裕宸

指定品牌/旺旺集團APP內容設計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H40004 旺在生活，俱集你我 周宜靜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周宜靜 殷文琪 林婧 林佳玟 洪若瑛 陳俊霖 彭思靜 連翊雯 曾紫婕 張容慈 鈕則勳

TH40009 旺旺俱樂部APP 徐薏婷 other 廣告學系 施欣慧、廖子萱、葉適賢、李柏毅、趙元、陳璿凱、盧泓宇 張淑楨

TH40013 旺起來！ 陳昱嫻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昱嫻、江郁敏 張淑楨

TH40019 旺仔俱樂部，憶起童年的腳步 謝岳庭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謝岳庭、張宇瑄、黃品瑄、陳敬榆、簡嫚靚、楊舒晴、黃資閔、林湘庭 張淑楨老師

TH40023 莫旺初衷 吳彥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彥樺/莊筠儀/蕭宇芳/陳盈瑄 林承謙

TH40030 旺旺貼近你的生活 李芳綺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李芳綺 張珈綺 周雅筑 吳柔萱 前田實千瑠 陳玟慈 陳羿潔 張淑楨



TH40031 旺飛全城(回收再利用裝置藝術設計) 陳足珍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陳足珍、邱鈺芸、林若琪、林書伃、李聲威、謝宜求、李珞甄、歐陽子愉 鈕則勳

指定品牌 / 南寧崑崙關抗戰旅遊民俗文化形象設計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H60003 南寧昆崙關品牌識別 孫瑞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孫瑞嶸 林承謙

TH60004 南寧玩樂趣 林佳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佳柔 莊宜蓁 羅幼娟 林承謙

TH60010 南寧昆崙關抗戰旅遊民俗文化形象 廖芯妤 other 廣告設計科 廖芯妤 歐雪萍 楊妤潔 林育慧 方薰慧 廖鴻翔 王海瑞 黎芷彤 唐芷苓 劉冠辰

TH60011 崑崙敬國守護 彭紹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彭紹晉/吳育鴻/向禹瑄/王怡樺/李明憲 劉冠辰

TH60012 崑崙關旅遊紀念品 王于熙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于熙 劉冠辰

TH60013 等你來通關 李嘉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嘉茹/王俐心/吳宇恩/邱詩容/陳冠慈/廖羿茹/蔡佳琪/葉力宏/林言臻 劉冠辰

TH60014 南寧崑崙關 龍思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龍思諭 許博雯 許祖寧 巫樂晴 辛蕙廷 黃妍甯 楊子萱 林冠宇 彭康俊 陳冠廷 劉冠辰

TH60016 崑 蕭瑋嬣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瑋嬣/周昱華/楊雪麗 劉冠辰

TH60018 小南寧崑崙關 林鎂涓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鄧筑元 劉冠辰

TH60019 关关难过关关过 王怡樺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怡樺 向禹瑄 吳育鴻 李明憲 彭紹晉 劉冠辰

TH60020 護國 游泓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游泓億 劉冠辰

TH60021 崑崙山 鄭閎元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鄭閎元 莊盈蓁 劉家妤 郭芊奷 廖采萱 邱芝穎 黃純真 吳旻妤 鄧安婷 劉冠辰

TH60024 銘心鏤骨 蕭彤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蕭彤絹 劉冠辰

TH60025 崑崙關印象 林詠翔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詠翔/黃弘學/陳維秀/林詠晨 劉冠辰

TH60026 南寧崑崙關 劉家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吳閔妤 莊盈蓁 邱芝穎 郭芊奷 黃純真 廖采軒 劉家妤 鄧安庭 鄭閎元 劉冠辰

TH60028 回味 劉鈺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孟軒、童琬雲、蕭淽涵、連思婷 楊文灝

TH60029 特色南寧 鄧筑元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鄧筑元/林鎂涓 劉冠辰

TH60030 南寧崑崙關系列商品 向禹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向禹瑄/王怡樺/李明憲/吳育鴻/彭紹晉 劉冠辰

TH60031 南國崑崙關-海峽兩岸情 黃純真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純真/鄧安庭/劉家妤/郭芊奷/廖采軒/邱芝穎/鄭閎元/莊盈臻/吳旻妤 劉冠辰

TH60032 Kunlun 吳季儒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季儒 劉冠辰

TH60034 南寧崑崙關 黃泓學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泓學/林詠翔/陳維秀 劉冠辰

TH60035 和平崑崙關 楊雪麗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雪麗�/蕭瑋嬣/周昱華/葉于萱 劉冠辰

TH60036 昆崙關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劉冠辰

TH60037 南寧崑崙關抗戰 鄭蕎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鄭蕎萱/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TH60038 崑崙關 盧昱琪 other 廣告設計科 盧昱琪，吳旻軒 陳青志

TH60039 南崑關 陳駿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駿維、張羽媗、王紹錡、唐震、曾麒鳴、李銘心、閻柏誠、顧芷瑄、魏妤倫 劉冠辰

TH60040 崑崙關 陳譽方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譽方 劉冠辰

TH60041 崑崙關文創紙膠帶 林季青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季青 陳亭均 廖苡晴 游紫嫺 羅光志 羅逸玲

TH60042 盤如崑崙，堅如關石 魏嘉興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魏嘉興 張邑丞、馮冠超

TH60045 關 黃琦涵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琦涵 廖昱捷 徐儷珉 蔡昌吉

TH60047 關關難過關關過 鍾瓊慧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鍾瓊慧 / 張簡芷函

TH60051 月下崑崙 林詠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詠晨 劉冠辰

TH60054 崑崙關 巫樂晴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巫樂晴

TH60055 南國昆侖關,海峽兩岸情 陳咏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王芊茵，陳咏淇 陳青志

TH60056 崑崙關識別設計 林鎂涓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 劉冠辰



TH60057 繁榮崑崙 王琪惠 崑山科技大學 王琪惠 何炳輝

指定品牌 /海峽兩岸創新創業大賽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XTH80008 寶特飛-Bottle Free 張凱欣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張凱欣，吳詩茗，蔣思韻，陳妙環，李慶鵬，林凱捷，鄭宇軒，王姵靜，謝鎮豪，曾子晏 邱槿桉

XTH80009 攏憶起 寶島STAY 黃詩雅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黃詩雅、戴意珊、鍾珮瑄、劉昶宏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10 crown拾 陳汶瑩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黃庭滙、林微俽、陳雅瑛、陳汶瑩、林思涵、宋學霖、黃馨儀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11 e孝網-一指盡孝，孫(soon)即來 李若綺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李若綺；王婕縈；陳玟樺；雷莉香；金柏恩；田洆瑜；盧彥伶；黃怡晴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12 e把罩 何嘉欣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何嘉欣、蔡孟純、劉承翰、王佑廷、葉海嶢、蘇雯靖、馮嵐雨、詹蕙瑜 林美容、黃慶源

XTH80014 愛屋及烏 歐陽辰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歐陽辰、洪德恩、徐翊瑋、藍皓偉、郭承翰、林祐榆、傅躍浤 陳美蓉、黃慶源

XTH80015 吹台風-給你一個最牛B的台灣回憶 蕭涵瑜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蕭涵瑜、劉芝宇、陳姵米、鄭楣瑾、張晏瑜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17 醫美觀光醫起向前行 凃羽純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凃羽純 李維芳 蔡盛智 沈千鈺 鄭文翔 方俊智 葉宗諭 郭忠義 江怡萱 黃慶源 陳美蓉

XTH80018 拓荒者工作室 林秀瑋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林秀瑋、王安琪、孫鍶盈、陳書荷、宗宜璇、陳泩閎、湯苓、張彩瑩、張玨銘、李鑫澤 邱槿桉

XTH80020 OV LEND 章靖宜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章靖宜、蘇妏華、侯琄舫、尤琇讌、郭玉婷、彭丞惟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22 照靚你-要MARRY，要美麗，讓我們照靓你 謝宏明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李康筠、謝宏明、楊凱文、江宇哲、洪祥發、蘇培元、張芝榕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25 創新創業，讓農產品走出地方 崔韻琳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崔韻琳 毛芮涵 李芃蓁

XTH80026 旅世代 郭棋嘉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郭棋嘉、張簡靜汝、柯宜豪、蕭翊君、覃兆維、張念瑜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27 即速領鮮 吳容帆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吳容帆 楊陳白雪 黃映嘉 張淑楨

XTH80031 健人來襲 莊涵亘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佳慶、顏岐璋、羅一釩、莊涵亘、黃郁航、楊雁 黃慶源、陳美蓉

XTH80033 可零茶室 李佩儒 銘傳大學 兩岸傳播研究中心 李佩儒、吳易聰、游哲睿、李宜芬、王倩然、黃詩敏、王曉帖、羅陸玲、魏辰如、何孟師 邱槿桉

XTH80035 音浪 梁家俊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 梁家俊，楊靜康，孫子雯，邊靜，鄭宗慧，黃宇媺，王薇嘉，葉紫薇，陳葦珊，古淇 邱槿桉

XTH80039 天上E庭 孫健文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蔡明宏，白佳玉，孫健文，莊權，林軒瑩，羅啟倫 黃慶源老師，陳美蓉老師

XTH80040 62°N 曾盈慈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曾盈慈，彭筱恩，王薏晴，楊子儀，余宛諭，吳以婷，謝仁欣，周巧婷 鈕則勳

XTH80046 Meet up 朋友聚會玩樂指南 周依璇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林芷妘 王薏雯 楊庭旻 林峻揚 陳姵蓁 周依璇 韓昀 張淑楨

新稅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HTD10003 櫻為有你，造就幸褔 陳咏淇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咏淇 陳青志

HTD10006 華而有實 何品儀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何品儀 陳青志

HTD10007 有福同饗 黃莉媞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彭賢安、湯蕙菁、黃莉媞、蘇文慈 葉如恩

HTD10008 Cherry up！ 葉怡瑄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葉怡瑄 溫喜晴、簡俊吉

HTD10055 福滿春櫻 劉婕心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 無 賴怡君

HTD10070 只櫻每口呼吸都是你 汪姵昕 other 廣告設計科 邱彩瑛、蘇靖寧、李怡茹、汪姵昕、陸乙瑄、許家菱、許詩嫻、艾詩芸、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HTD12001 媽祖文創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吳芳瑜 劉冠辰

HTD20017 聽書人 林宥妤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林宥妤 陳裕光

HTD20027 翻炒 蘇靖寧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李怡茹、蘇靖寧、陸乙瑄、許詩嫻、邱彩瑛、艾詩芸、汪姵昕、許家菱、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陳姿穎

HTD30013 完美人生 邱韻瑄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 邱韻瑄 洪敬惠



HTD40006 愛你 - 不怕誇張 吳笠亨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 商業空間組 吳笠亨 陳書惠

HTD40017 孝與義為百善之手 陳于真 泰北高級中學 廣設科 張文傑陳葦綺 陳于真 林妤庭 李奇娜 廖利華 洪敬惠

HTD40019 有孝期限 黃子芯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陳琦、廖袖澄 葉如恩

HTD40044 思絲白髮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林劭宇 陳虹樺 陳宥蓉 許郁欣 高婕 蘇美瑜 戴莉芸 林坤毅 李俊龍 陳良蕙

HTD50005 旺中華 張雅婷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張雅婷 陳書惠

HTD50008 沒事沒事 我只是多喝了苦茶 紀富翔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商業室內空間組 紀富翔 陳書惠

HTD50021 旺旺產品擬人設計 莊盈蓁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莊盈蓁 劉冠辰

HTD50058 旺旺劇場 姜元蔚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元蔚，朱祐葶，許庭瑄，林信玟，林佳宜，廖津輝，李芳承，張佳敏，徐藝瑄，鄭蕎萱 劉冠辰

HTD50060 喝苦做喝補 陳玟亘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陳玟亘、黃仁澤、詹秉翰、郭佳鑫 葉如恩

HTD50065 滅火專家 方品欣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方品欣、林佳恩、鍾承翰 顏子欽、黃俊榜

HTD50074 旺旺家族 許庭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庭瑄、林信玟、姜元蔚、張佳敏、朱祐葶、徐藝瑄、鄭蕎萱、林佳宜、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HTD10043 智利cherry，就是喜歡你 宋琇妤 other 多媒體設計科 宋琇妤、郝子攸、梁家睿、李朕全、林于倫、高元佑、陳昭蒑 謝泯翰

HTD60049 當我們「豆」在一起 許雅筑 景文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許雅筑、陳昭蒑、沈木堂、黃子倚、宋琇妤、李朕全、郝子攸、梁家睿、梁尚霖、林宗緯 謝泯翰

HTD60053 湧現愛情 廖品棋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廖品棋、白媛睿 、黃歆茹、曾采盈、黃珮甄、萬侑珉、張又予、詹伯謙、陳柏安 梁芯、李龍、邱榛娟

HTD10083 創造亞當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林劭宇 陳虹樺 陳宥蓉 許郁欣 高婕 蘇美瑜 戴莉芸 林坤毅 李俊龍 陳良蕙

HTD12000 媽祖文創商品 林育慧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林育慧 廖弘翔 方薰慧 歐雪萍 唐芷苓 黎子彤 楊妤潔 王海瑞 王葳 廖芯妤

HTD10026 Sharing heaith 劉晏慈 育達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 劉晏慈、江雅彤、曾莉芸、游竣安 顏子欽

HTD12003 媽祖食記 許庭瑄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庭瑄、林信玟、姜元蔚、張佳敏、朱祐葶、徐藝瑄、鄭蕎萱、林佳宜、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HTD20006 跳進掌閱 閱讀趁現在 楊予歆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自己 陳書惠

HTD20020 亂 陳純純 other 廣告設計科 陳純純 薛育真 陳怡真 葉宜婷 洪敬惠

HTD40047 心電圖 廖品棋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白媛睿 、曾采盈、廖品棋、黃歆茹、黃珮甄、萬侑珉、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HTD70008 帶領英雄的 統帥 闕帝翔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陳映文 洪敬慧

HTD10060 命中紅桃 曾安崎 other 廣設科 曾安崎 賴怡君

HTD10072 櫻桃爆米花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HTD10078 缺鐵 鍾維玲 育達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鍾維玲、宋艾凌、李芯綺 顏子欽、黃俊榜

HTD11000 南崑關 陳駿維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陳駿維、張羽媗、王紹錡、唐震、曾麒鳴、李銘心、閻柏誠、顧芷瑄、魏妤倫 劉冠辰

HTD12001 媽祖駕到 楊妤潔 other 廣告設計科 楊妤潔/歐雪萍/唐芷苓/林育慧/廖泓翔/方薰慧/廖芯妤/王葳/黎芷彤/王海瑞 劉冠辰

HTD12002 媽祖生活 許博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許博雯 劉冠辰

HTD20019 一 手就能掌握天下事 郭育丞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郭育丞、周均叡 梁芯、李龍、邱榛娟

HTD30005 醒吾科技大學 張郁瑩 other 廣告設計科 陳俐吟、張郁瑩 洪敬惠

HTD30006 醒吾名人錄 林彥姿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彥姿 何盈盈 張星妤 陳羿君 洪敬惠

HTD30012 儒/汝遇恆才 周全臻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無 洪敬惠

HTD40011 百善孝為先 吳柔臻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吳柔臻 洪敬惠

HTD40033 祖孫情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HTD50018 城堡中的旺旺餅乾 楊妤潔 other 廣告設計科 楊妤潔/歐雪萍/唐芷苓/林育慧/廖泓翔/方薰慧/廖芯妤/王葳/黎芷彤/王海瑞 劉冠辰

HTD50037 力大無窮 何佳穎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何佳穎 、黃晶美、謝雨彤、鄧天維 顏子欽

HTD70010 統帥電器 巫珮詩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巫珮詩 陳柏曄 吳怡蓁 楊雅筑 洪敬惠

HTD70012 統帥之技術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張雅涵 林秀芬 廖彩琁 王芊茵 劉芝函 李韋妮 陳昭頤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HTD10061 殭屍櫻桃 林琪絜 二信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林琪絜 謝汶岑 謝卉紜 詹秉樺 楊祺 蘇記淳 吳若菱 李俊龍 陳良蕙

HTD40039 愛的拖延症：再等一下，愛在當下 李朕全 other 多媒體設計科 李朕全、林宗緯、黃婉菁、宋琇妤、沈木堂 謝泯翰

HTD40039 愛的拖延症：再等一下，愛在當下 李朕全 other 多媒體設計科 李朕全、林宗緯、黃婉菁、宋琇妤、沈木堂 謝泯翰

HTD60047 爭相搶奪的好滋味 林劭宇 other 廣告設計科 高婕 陳虹樺 蘇美瑜 林坤毅 許郁欣 陳宥蓉 戴莉芸 李俊龍

HTD40009 第三十六個包裹 馮彥霖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系 馮彥霖、賴育萱、李穎博、鄭家琳 林豊洋

HTD10085 肌肉櫻桃 黃歆茹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萬侑珉、廖品棋、黃歆茹、曾采盈、白媛睿 、黃珮甄、張又予 梁芯、李龍、邱榛娟

HTD11000 昆崙關 黃妍甯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妍甯 劉冠辰

HTD12001 媽祖 鄭蕎萱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 鄭蕎萱/朱祐葶/林佳宜/林信玟/姜元蔚/徐藝瑄/張佳敏/許庭瑄/李芳承/廖津輝 劉冠辰

HTD12001 默娘飾 許祖寧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許祖寧，巫樂晴，辛蕙廷，許博雯，黃妍甯，楊子萱，龍思諭，林冠宇，陳冠廷，彭康俊 劉冠辰

HTD12002 林默娘服飾店 姜元蔚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姜元蔚，朱祐葶，許庭瑄，林信玟，林佳宜，廖津輝，李芳承，張佳敏，徐藝瑄，鄭蕎萱 劉冠辰

HTD10015 來電時刻 游子軒 育達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孫千媄、游子軒、吳婷萱 顏子欽、黃俊榜

HTD30007 成就從專業開始/人生從選擇開始 羅珍妮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羅珍妮 陳書惠

HTD40037 超有孝藥單 汪姵昕 other 廣告設計科 汪姵昕、蘇靖寧、李怡茹、邱彩瑛、陸乙瑄、許家菱、許詩嫻、艾詩芸、童正勛 李俊龍、陳良蕙

HTD40038 現代24孝之他要的，你懂嗎?篇 張雅涵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設科 陳昭頤 劉芝函 張雅涵 廖彩琁 李韋妮 林秀芬 王芊茵 梁芯 李龍 邱榛娟

HTD50019 旺旺零食擬人化 歐雪萍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歐雪萍 廖鴻翔 廖芯妤 楊妤潔 林育慧 王葳 王海瑞 方薰慧 唐芷苓 黎芷彤 劉冠辰

HTD50030 旺仔慶佳節 陳俊安 泰北高級中學 廣設科 陳俊安、莊家瑋 洪敬惠

HTD50039 媽的一把火 吳郁蘋 other 廣告設計科 吳郁蘋、吳姍穎、黃于芳、邱憶欣 顏子欽老師、 黃俊榜老師

跨境類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ITD12003 默默守護 黃儀芳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黃儀芳 張珮芸 陳惠晴 陳青志

ITD20002 掌閱多功能地板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 劉冠辰

ITD20004 再暗，也能看。 吳晨筠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晨筠 張盛權 , 胡發祥

ITD40004 成長的記號 方佩珮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方佩珮/曾子怡/曾妮/陳柏霖 劉冠宸

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N10002 紅色的幸福時刻 王馨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張瑋庭 王馨儀 陳柏年

TN10005 臉部小尖兵 陳柏宏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柏宏、高欣瑜、林碧珊、曹聖亞、謝佳晏、陳冠華 劉冠辰

TN10008 只有紅布會讓我狂妄嗎? 楊于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于萱/楊錡樺/申旻鑫/李采玲 劉冠辰

TN10014 櫻桃的誘惑 賀琨錦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賀琨錦 劉冠辰

TN10015 櫻你,我在 康靜倪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康靜倪、郭芳岑、王孟芸、楊佩君 方菁容、余淑吟

TN10022 智利給你不一樣的感受 周昱君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周昱君 劉冠辰

TN10024 吉祥過新年 洪任賢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洪任賢 黃郁升

TN10027 福祿壽 羅羽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羅羽柔 陳立恩

TN10033 有一種幸福，一直都在 張議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議 羅翊 張佑丞 曾威齊 方菁容 余淑吟

TN20001 輕鬆一點，多讀一點 侯進泉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侯進泉，賴榮發，謝柔芸，黃長恩 黃思彧老師

TN20009 閱讀當然也要很佛系 徐慧珉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慧珉 劉冠辰



TN20017 造就不凡，看掌閱／看掌閱，造就不凡 伊與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伊與晨 劉冠辰

TN20032 掌閱 郭致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你吧工作室 黃思彧

TN20033 身歷其境 張芸瑄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張庭語、翁晨庭、張芸瑄、鍾詩瀅 方菁容

TN20037 你不可不知的偉人小秘密 陳妤慈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陳妤慈 陳映潔 蘇芷琪 邱子容 余淑吟

TN30001 就讀醒吾，創造無限可能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N40002 爸，有沒有吃飽?/媽，有沒有穿暖?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N40003 我不是千年的藝術品/老舊的展示品篇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N40010 父母的年華 我們的回憶 林祐萱 佛光大學 産品與媒體設計系 林祐萱 趙雅琪 李婧伶 夏冰清 吳貞儀 羅光志老師

TN40015 蜂，風 黃子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江品儀 林承謙

TN40016 時間都去哪兒了?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N40018 你所看到的王牌，就是我的底牌 林鎂涓 other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鎂涓 劉冠辰

TN50010 荒蕪中的唯一 陳彥婷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彥婷、葉靜蓉、邱孟涵、徐順蘋、林欣潔、廖盈嵐 劉冠辰

TN50016 只有我能滑出新世界 楊于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楊于萱/楊錡樺/申旻鑫/李采玲 劉冠辰

TN50024 苦其心志，終盼回甘。 梁紘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係 梁紘維 王禹姍 翟治平

TN60001 老神在在的健康 張鈞惟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鈞惟 馮文君

TN60003 1.腦公的健康不能停!不能停! 2.按的甜心老婆爽的不要!不要! 李昕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李昕陽 宅治平

TN60013 永和豆漿，讓你的腸胃順暢無比 林晏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林晏慈 翟治平

TN60024 文化爆發! 康昱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無 無

TN70004 不是統帥人家不要!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N90001 莫旺初衷 吳彥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彥樺/莊筠儀/蕭宇芳/陳盈瑄 林承謙

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M10001 紅色的幸福時刻 王馨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張瑋庭 陳柏年

TM10005 幸福還不夠紅 黃聖維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聖維 陳合成

TM10013 每個月都對你有無限的思念 / 每一天都對妳有滿滿的愛戀 祝艾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祝艾鈴 翟治平

TM10016 O顆櫻桃的距離 方彤先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方彤先、鄭心驊、劉亭昀 詹朝棟老師

TM10018 幸福紅 謝佩彣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謝佩彣、林彩溱、謝妏青、盧莉雯 梁丹青

TM10034 智利櫻桃三部曲-小愛甜蜜分享篇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朱軍達、王嘉駿、王柔棻、蘇奕誠 梁丹青

TM10036 震碎你的煩惱 搖滾我的櫻桃 劉力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力銓 邱順應

TM10045 櫻桃傳情 曹茹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曹茹茵

TM10047 給你每天23寸的小蠻腰 周冠學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周冠學 翟治平、黃郁升、賴岳興

TM20003 《享受 掌閱 文字的溫度》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柔棻、王嘉駿、朱軍達、蘇奕誠 梁丹青

TM20016 閱 吳玟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玟槿、陳雅琪、陳佩均、郭子瑜、劉旻宜 林承謙

TM20018 掌閱，就是這麼簡單﹑輕鬆﹑可靠。 黎皓威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黎皓威﹑陳品希﹑吳仕邑﹑鄭宇倫﹑王威凱﹑陳韋成﹑賀琨錦 劉冠辰

TM20033 三百六十度 甘涵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甘涵如 邱順應

TM20034 活用掌閱，事半功倍 洪雅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洪雅琳、吳佩珊 翟治平

TM20037 掌閱 看盡世界千面 李辰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李辰 洪明毅 王惠娜 梁朝棟



TM20044 掌閱，帶你走進閱讀的世界 樊致芳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乃萱 樊致芳 江靜文 江芊萱 林鈺雅 莊佳靜 黃儀婷

TM20045 謝謝掌閱 陳炫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炫羽 詹玉艷

TM20045 謝謝掌閱 陳炫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炫羽 詹玉艷

TM40002 爸，有沒有吃飽?/媽，有沒有穿暖? 王筱茜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筱茜 劉冠辰

TM40012 有孝期限 黃子芯 市立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陳琦、廖袖澄 葉如恩

TM40014 行孝，很簡單。 甘宜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甘宜臻 詹玉艷

TM40017 有「孝」期限 康靜倪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康靜倪、郭芳岑、王孟芸、楊佩君 方菁容、余淑吟

TM40026 聆聽溫暖的聲音 劉旻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劉旻宜 邱順應

TM40032 花甲少年少女的回憶之旅 蕭志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蕭志宇 盧政憲 沈裕翔 詹玉艷

TM50015 苦苦茶肚子篇/下巴篇 蕭淳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蕭淳安 翟治平

TM60016 它 郭沛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郭沛岑 邱順應

TM60022 永和豆漿-預防你的腦袋空空 劉穎絹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劉穎絹 翟治平

TM60024 平凡造就不平凡 古孟冊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古孟冊 張璟右 謝瑞譽 蔡明君

TM60027 永和豆漿 經典篇 方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方禹 邱順應

TM70003 初衷 黃彩妤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黃彩妤. 張娟瑤 詹朝棟

技術類-最佳互動設計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I10002 傳愛不延時 張銘興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張銘興，梁翠浣，楊

技術類-最佳攝影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P10006 櫻桃的誘惑 徐霈筑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許鼎睿 徐霈筑 劉妤庭 黃紫惟 蘇聖哲 彭鈺婷 朱芸 袁桂婷 羅光志 羅逸玲

TP10007 櫻桃的輕甜滋味 謝宗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謝宗達 鄭雅棠 李昕陽 黃子娟 翟治平

TP10008 調味生活 鄭雅欣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劉晏妏、鄭雅欣、羅楷崴、范慈晏、吳俞臻 劉政銓 老師

TP20006 掌閱搖一搖 曹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詹謹萍、吳佩倫、張瑀真、曹秦 翟治平、葉建廷、林皇耀

TP20010 《享受 掌閱 文字的溫度》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嘉駿、王柔棻、朱軍達、蘇奕誠 梁丹青

TP30001 請原諒我的不完美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 羅光志老師

TP40003 你不是說好要陪我嗎? 李冠廷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李冠廷.李兪萱.徐郁雯.傅人華 羅光志

TP40006 不久 范姜沛妤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 羅光志老師

TP40007 燈 吳彥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彥樺 邱順應

TP50002 旺旺-喝一口剎，擋你的煞 邱翠芳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邱翠芳/謝時瑋/趙樂琴/賴柏愷/高皓原

TP50003 旺旺-喝了刹无所不能篇 古俊良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古俊良，鄭玉卿，許恆義 陳志銘

TP50004 苦過來的，才會值得 郭宇桐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郭宇桐、胡俊理、何家豪、朱惠豪 黃儀婷

技術類-最佳剪輯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代表人 學校 科系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TL10001 紅色的幸福時刻 王馨儀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張瑋庭 王馨儀 陳柏年



TL10002 戀情，櫻你加溫 張詠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詠芳、康如汎、葉心渝 林承謙

TL10004 櫻桃的輕甜滋味 謝宗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謝宗達 鄭雅棠 李昕陽 黃子娟 翟治平

TL10010 智利櫻桃三部曲-小愛甜蜜分享篇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嘉駿、朱軍達、王柔棻、蘇奕誠 梁丹青

TL10012 幸福的時刻 櫻為有你 鄭鈺陵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鄭鈺陵 梁睿珊 曾美欣 楊濬璟 莊欣儒 羅光志

TL20001 閱 吳玟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玟槿、陳雅琪、陳佩均、郭子瑜、劉旻宜 林承謙

TL20003 掌閱-嚴師過招篇 董家銓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董家銓、張育晟、林世歡、翁靖婷、黃梃 陳志銘

TL20006 掌閱，掌握你的閱讀世界 王海年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王海年 劉俊嶔 王良丞 蔡明憲 魏廷安 紀俊年

TL20008 掌閱 郭致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你吧工作室 黃思彧

TL20010 掌閱-使你煩惱再會 潘嘉琳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怡諠、蔡芸庭、李若荷、陳芷瑜、張蕙讌 黃儀婷老師

TL20011 《享受 掌閱 文字的溫度》 朱軍達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王柔棻、王嘉駿、朱軍達、蘇奕誠 梁丹青

TL20013 拿起掌閲，想像無限 黃珮庭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敬惠 袁家琳 黃珮庭 黃思彧

TP40001 你，了解對方多少 徐梓宸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徐梓宸 趙叡穎 洪紫芸 昌語歆 潘彥旻 林于萍 黃儀婷

TP60007 永豆之戰 許庭維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許庭維/傅人華/李冠廷/張景智 羅光志老師、羅逸玲老師

TP70002 統帥向品味生活致靜—家電樂團篇 劉禎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劉禎 林庭竹 吳孟芯 鄭伊辰 紀姿沅 黃儀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