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評選結果 參賽類別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中) 作品名稱(英) 參賽者名字 指導老師名字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人性化家庭用刀組 Knifer 陳惠慈、吳育純、賴婉綺、曾聖羽 林佳駿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磁力漂浮碗 MAGNETIC BOWLS 吳育純、曾聖羽 、賴婉綺、陳惠慈 林佳駿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感光變色防曬乳 Sun Stamp 潘冠豪 范政揆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任楞 corrugated geometry 陳萱、邱翎、簡若庭、何念庭 李佩玲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拾蚵計劃 oyster shell recycling plan 盧巧鈴、黃建霖 林漢裕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拉。麵 SOUPARATE 謝東曄、陳慈安、張乃竺、張蕙讌 黃國珍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居家植人 An expert of plant vegetables 黃士展、鄭宇劭 林勝吉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安心圈 Safe Zone 盧譓馨
鄭孟淙、王鴻祥、孫崇實、彭瑞玟、

黃銘智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氧樂多 Happy ozone 蕭巧茹、蒙杜巴雅 陳鵬仁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Tris行動充電座 Tris rotate power bank 高緒維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洄 Whirl 賴怡珊、羅晨楓、黃怡寧、陳婷怡 張振銘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炫流檯面爐 Tron & Airflow Countertop Stove
賴如庭、楊羽秦、郭育汝、李秉勳、

戴聿玟
高繼徽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扭轉利樂包 Twist Tetra Pak 林英鳳、王藝縈、賴品融、彭翊玲 陳重任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壹點參參 Yi dian san san 周信宏 黃英修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錯視鞋架 Illusion of rack 葉秀粧、蔡佩蓉 許閎富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淹水警示防撞桿 Flooding Warning Bumper 李翼丞、王威能、曾小茵 林恆昌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不被預期的綻放 The Unexpected Blossom 何采穎、姚孟筑 徐嘉良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沙發 SOFTABLE 黃詩証、莊旻倪、張祐誠 閻建政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水星 aqua 陳允斌 林鴻明、涂永祥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走著橋 Visit the Taiwan's bridges 黃婷儀、蔡郁玫、 陳宜伶、郭珮緹 陳政昌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澡垃趣 Balance Whale 於筱珺、李芷緹、陳裕升 駱信昌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視障者溫度顯示保溫瓶 Touch temperature 陳雅亭、羅安妮、馬意茹 陳明熙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OW BOWL OW BOWL 王晏柔、許玟琳 朱弘義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痊癒 Healing 張騰文 朱旭建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滴答 diida 陳郁樺、周信宏、林靖敏 陳俊智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義肢．易肢．藝肢 Simple Limb 曾群貿 黃致傑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微笑拉鍊 smile zipper 許忠海 徐義權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傾座 Tilt Toilet 林郁茜、張人方、劉家豪、施佑霖 陳重任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奇幻餐具組 Fantastic Tableware 吳育純、陳惠慈、賴婉綺、曾聖羽 林佳駿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創新經濟艙飛機餐具 Flying wings 藍思婷 黃少韋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高齡者上下樓輔具設計 The Assistive devices for stairs 陳威丞、彭昭恩 李傳房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瓦特的肥料膠帶 Watt's Tape 黃芝凡、梁景堯、林寳寶 商毓芳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塩所在 The Solar Salt 劉孟函、侯心苹、林毅軒 張英裕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K●SWITCH K●SWITCH 蕭靖文、陳佳琪、黃庭亞 林福年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裊裊 niao niao 林羿穠、高嘉璘 林家華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赤與水色 Linger in the Mist 朱純瑩、陳圻昀 吳協衡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旅遊經驗打包服務 PLAYRECC 廖哲毅、黃苡芳、王愉玄 柯迪介、朱旭建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如果模具可以編織 KnitMold 廖安凱、戴呈哲 徐嘉良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安 轉 Safety Crooked Road 吳嘉沂、吳紀蓉` 阮濰超、莊慶昌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高效能排椅輔具 EASYCOME 黃婷芳、鍾宜臻、曾穎生、葉碩宜 張振銘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雙子_對稱桌 Gemini 吳志賢 、林大任 朱玉麟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雙警示 Double alert 王藝縈、彭翊玲、林英鳳、賴品融 陳重任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菲斯 FIZZ 李憲宗 陸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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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潮汐 Tide 李金玹、劉淳誼、郭翊柔、賀若瑜 康靜雯

4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重拾升溫計畫 Reuse Reheat plan 陳炤宗、陳政瑋、孟其陞、葉雅婷 張振銘

4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鮮食 O+O 許玟琳、王晏柔 朱弘義

4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瓦特的盆栽 Watt's Pot 梁景堯、林寳寶、黃芝凡 商毓芳

4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行動租借台 GO POWER 吳佳玲 、張哲瑋 徐明偉

4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深呼吸 CO2 上官巧欣 鄭洪

5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商場電子購物 GoCart 王博玄 彭瑞玟

5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災難臨時住所 Our Home 王俐棋、翁羚育、劉映廷 謝堅銘

5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公共托育中心之體溫感測產品設計 beebo 陳竑霖、方顥澂 郭介誠

5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摺.衷 Intentions folding 莊傳斌 謝淳鈺

5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安心上路 SIGNALOCK 江翎、蔡宏杰 林東龍

5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巢 nidosss 陳祉云 陸正宇

5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型轉救護椅 TRANSTAIR 張磊、林宜潔 林勝吉

5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灣妖獸GOOD - 民俗妖怪公仔
Taiwan Yao-so Good  Mythical Spirits of

Taiwan

譚惠文 、劉忝桂 、蔡文雯 、趙子萱

、黃宜瀞 、謝佳悅
蘇仙筆 、王冠棋 、陳西隆

5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島語 Taiwanese Homograph 謝孟芹、李蕙君、史偉評、王麗筑 陳慶鴻

5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食錄 soul of food
邱芳儀、吳苡僑、林思妤、李依紋、

楊旻旻
李政達

6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假鬼假怪 Ke-kui-ke-kuai
范語童、張舒晴、古玫真、魏德豪、

王家輝、陳德芬
范銀霞、王曉今、張盛權

6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Catch catch 曾翊婷、蔡承融 范振能

6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簡單生活椅 A Chair 黃庭婕、黃光崧 游志堅

6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蔬棋兵團 Vegetables Corps 楊芳茹、黃姮瑜、蔡期智 鄭雅玲

6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T S U B I T S U B I 蔡定函、陳映安、楊佳諺 張振明

6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多光源拐杖 The Walking Light 王昱淋、王亭歡、張恩瑜、李典奕 李佩玲

6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藥水分裝包 Liquid Medicine Pack 黃建瑋、何晨安、陳炯詒 黃國珍

6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脊髓損傷青壯年用手動輪椅 Wheelchair for Young Adult SCI Patients 黃景嵩、鍾凱元 葉博雄、鄭光能

6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脊髓損傷青壯年手動輪椅用輔助動力 Power Assist for Wheelchairs 黃景嵩、鍾凱元 葉博雄、鄭光能

6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快乾雨衣 Spring Cape 蕭學哲 王鴻祥、鄭孟淙、孫崇實

7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海上警示浮標暨休憩站 Seaover III- Gymire 謝佩芯 何信坤

7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農用植栽手拉車 Agri-used Transplanter 巫亞宣、吳瑞逸

7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行李公共鎖 Public Lock 陳彥伶

鄭孟淙、黃銘智、王鴻祥、彭瑞玟、

孫崇實

7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衛星扇 720 SATELLITE 720 陳嘉偉 王俊隆

7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球形插頭插座 Ball Type Plug 360 賴俞涵、林鈞棟 朱弘義、閆嬰紅

7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衣分之二 STRETCH Hanger Design 李濰翧、許玟琳 閆嬰紅

7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衣扇窗 Clothing x Window 許銘珊、游季寧 林勝吉

7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ELEVA 梯子 ELEVA Ladder 陳美生

王鴻祥 、孫崇實、鄭孟淙 、黃銘智

、彭瑞玟

7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折，傘架 A stand for collapsible umbrellas 施宣瑋、王思蘋 林德安

7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工業設計系
糖友健康手環 Circle Life 林詣翔、葉家渝 陳圳卿、范政揆

8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搬運特助 Trans-Porter 張哲豪、邱柏穅、周仲軒 吳豐光

8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接龍 connection 林文衣、林擇楷、嚴紀棠 馬永川、黃雅毓

8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垃圾袋切割裝置 Easycut 盧譓馨

鄭孟淙、黃銘智、王鴻祥、彭瑞玟、

孫崇實

8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翻花 Replicate 吳宜庭、徐慧馨 駱毓芬

8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Catching三角錐 Catching Traffic Cone 陳禹圳、陳百峰 葉博雄

8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觸覺色彩溝通系統 Tactile Color Communication System

陳美靜、林渝文、李建龍、顏文君、

林俊宇
魏碩廷

8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居家廚餘堆肥桶 vive 吳筠綺

王鴻祥、黃銘智、孫崇實、鄭孟淙、

彭瑞玟

8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食色，性也 Love Guide Condoms 潘冠豪
王鴻祥、孫崇實、鄭孟淙、黃銘智、

彭瑞玟

8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葉電-靜電掃葉機 Leaf Static electricity 袁暢延、呂欣格 許維哲、彭剛毅

8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1/2距離 Half DISTANCE 康翊群、李偉正、汪玲玲、李苡暄 林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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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潔癖書櫃 Clean Bookcase 曾珮婷、陳緯、胡安誼、張振一 陳合進

9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寓獸屋 Mobile Pet House 張菀庭、周敬儒、曹榮哲 方裕民

9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暨工業設

計碩士班
化繁為簡-彈匣式採血器 MOER SIMPLY 洪誠徽

張翔唐、林龍吟、陳俊東、駱信昌、

宋毅仁、蔡宏政

9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一片帶走 One Slice to Go 莊惟庭、杜亭燁、陳儀萱、陳佳伶 莊慶昌

9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泡泡 Bubble 吉碧霞、林亭伃、楊淑靜 莊慶昌

9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車DIY救援 Green Rescue 王郁雯、曾家興 莊慶昌

9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輕鬆找 easy fing 林羿穠、高嘉璘 連榮輝

9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多功能折疊交通錐 Multifunction Fold Traffic Cone 吳姷諠、翁綺吟、林翾、吳柏穎 陳中聖

9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冉冉 rǎn rǎn 侯雅齡、鄭勝隆、尹立庭、洪聆家 李佩玲

9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即刻救難-個人救難裝備 Immediate rescue-personal rescue kit 黃逸農、李雯捷 王志仁

10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兩棲單車 AMPHIBIKE 蔡俊彥、林高立、葉伯威 周永平

10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大好時几 Well-Poo 林育安、王偉聖、楊理棊 陸定邦

10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房‧衛者 Hotel IoT Protector 陳彥廷 林德安

10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滑安椅板 Shower helper 葉佩宣、王文慧、周于蘋 莊慶昌、駱信昌

10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甩 Fling Chair 謝宇慶、郭羽庭 李福源、李文淵

10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去油盤 To the oil pan 彭翊玲、賴品融、王藝縈、林英鳳 陳重任

10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摺起來的和式桌椅 Origami 李宇正、楊舒涵、戴宇賢 郭藤安

10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有怪獸 Monster Table 黃品瑄 劉晨旭

10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歇.行 Resting and moving 廖怡君、張瑩宇、陳薪聿 王宗興

10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兒童創意組合式積木滑步車 Combination Puzzle Pushbike 韓承安、許志豪、林宜潔、吳宣竺 陳中聖

11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異齊洗 C.B WASHER 黃弈笙、詹詠宇 卓有信、陳立杰

11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兒童多樣組合傢俱
Children's Diverse and Assembling

Furniture
簡妤璇、張逸柔 葉博雄

11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燈鎖 LightLock 林季弘
黃銘智、孫崇實、王鴻祥、鄭孟淙、

彭瑞玟

11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象灑 Elephant Showerhead 巫欣芸

11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錦衣衛 Clothing x Protector 許銘珊、游季寧 林勝吉

11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菜騎仔 Bicycart 戴健榮、莊雯棋、程建瑋、黃紫晽 洪郁修

11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孕轉 Spin Up 何源、蕭育安、楊于萱 駱信昌

11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踏踏 Rhythm Step 孫綺 王俊隆

11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Moree資源回收推車 Moree Collecting Cart 陳百峰、陳禹圳 葉博雄

11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收衣系 SO EASY 來宜貞、陳俞秀 閆嬰紅

12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惜。傘 Treasure U 張畹苹、張祐瑜 曾榮梅

12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創新辦公室午睡產品 Innovative Equitment of Nap 顏慶文、王育儒、黃永豪 林群超

12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小可撕 Tearing 吳承軒 蕭坤安

12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成長學便器 Happy Potty 盧星宇、王良珍 林勝吉

12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動能滑板車 MY WAY 陳祖筠、巫惠欣 陳振甫

12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直栽 grow straightly 林青崴、呂敬怡、吳政峰、彭念平 郭勝柔

12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火車雜誌租借系統 Trainsbook 邱相慈、岩孟群、洪資穎、吳柏翰 周永平

12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無邊界 Borderless 張畹苹、江翎 林東龍

12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W W 吳昀芸、黃胤嘉 卓有信、蘇木川

12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救難犬背負裝備 Lead to Life 何宗儒、林佳臻 駱信昌

13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擁抱者 Hugger 劉美鍇 、陳圳卿

13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自耕農 Yeoman Farmer 林珍如、張一文、黃亭璇 黃俊銘

13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善栽 Well-Planted Projection 顏榮儀、施明姍、高旻暐、鄭盛文 陳文亮

13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揪斗 JiuDou 呂妙蓮、段雅文 黃國珍

13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睡坐嬰兒床 Sleep&Sit 賴虹諭、陳澐靜 賴慶松

13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如意刷 Handy Brush 賴姿伶 張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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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單車守衛站 Bike Guard 溫文碩、賴亭羽 莊慶昌、阮濰超

13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兒童學習系統家具 Childwood 賴柔聿、黃馨榆 曾誰我

13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綠包果 Fruit Pillow 陳裕升、李芷緹、於筱珺 駱信昌、莊慶昌

13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可連結式夜市清潔推車 Trash Go 陳彥勳 謝志成

14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彈性包覆座椅 Elastic covered seat 吳佩馨、許乃方、蔡叔霖 郭勝柔

14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光儀 CONCENTRIC 張宇翔 李福源、李文淵

14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海上守衛兵 i-Nutricula 簡子傑 吳志南

14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蘭花椅 Orchid  Chair 廖珮茹、吳欣容、劉素君 林勝恩

14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易撕 EASY TAPE 詹詠宇 卓有信

14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野餐基地 Picnic Base 杜茂甫、郝亮瑜 王俊隆

14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我們買了動物園 We Bought A ZOO 劉怡君、魏伶育 朱玉麟

14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購購單車 GoGo Bike 葉時禹 孫崇實

14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光之影 Shadow of Light 何彥廷、周政諺 陳明秀、涂永祥

14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山區集水裝置 Mountain Catchment 高鈺婷、林依儒 葉博雄

15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鮮蔬架 Bio-VEDGE 蔡宗佑 吳田瑜

15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沙蒂 SANDi 蔡宗佑 吳田瑜

15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艾爾巴柏 Air Bobber 朱軒廷、高宇懷 楊朝陽

15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家電革命 appliance revolution 蔡承祐、徐立、葉子瑄、莊弘毅 張振銘

15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型為因塑 CURVE 賴重瑞、張嘉哲、陳姿靜、陳郁婷 劉大琦

15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皂 Hao Zao 林美利、陳祖慧、許紜綺 陳西隆、林宏澤

15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自走式居家起身照護 Autostand Carechair 歐陽吉恩、陳科熹、陳律翔、林政輝 高繼徽

15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環靜 Sh!eld 林家禾、張詩典、林新翔

15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Companion Companion 杜欣恩 范振能

15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日食 eclipse 郭育誠、林政輝、陳科熹 蘇木川、詹碩源

16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戳。落 BubbleCLICK 張立勤、李柔、劉昀靜
鄭孟淙、孫崇實、彭瑞玟、王鴻祥、

黃銘智

16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特殊兒童飲食輔具 Special diet aids for children 張承皓 、王耀陞 、黃冠傑 、陳泰余 陳俊瑋

16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暨工業設

計碩士班
滅火君-整合式避難器具 Mr.Fire Fighting 游繕澤

林龍吟 、張翔唐 、蔡宏政 、宋毅仁

、陳俊東

16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鶴燭 Leaving Traces

顏楷倫、鄧惟元、歐倩倩、劉冠廷、

張穎君、李政一、潘韻琳、李澔勳、

郎海翔

陳昱光

16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暨工業設

計碩士班
One相扣 膠帶台 One Tape Cutter 徐嘉駿

陳俊東、張祥唐、林龍吟、宋毅仁、

蔡宏政

16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暨工業設

計碩士班
自行車擋泥鎖 Mudguard Easy Lock 歐陽憲 蔡宏政、林龍吟、宋毅仁

16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WARNING BALLOON WARNING BALLOON 廖彥捷
黃銘智 、王鴻祥 、彭瑞玟 、孫崇實

、鄭孟淙

16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橙實 Tangenuine 高鈺茹 詹玉艷

16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行李租借鎖 Public Luggage Lock 陳彥伶
孫崇實、王鴻祥、彭瑞玟、黃銘智、

鄭孟淙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桌子在笑 Smile Table 褚喬 吳宜紋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壹點參參 Yi dian san san 周信宏 黃英修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正確的速度 Tempo Giusto
王照華、侯博鈞、陳建志、陸珮雯、

郭子皓、任平雅
陳俊瑋、陳仁德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漫遊著 Rambler 蔡雅怡、陳奕芹 蘇小夢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藍瓷 Indigo ceramics vase 陳柏蓉 黃明仁、陳人輝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妝點 Makeup 楊淳涵 施昌甫、陳力豪、陳國珍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T S U B I T S U B I 蔡定函、楊佳諺、陳映安 張振明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信物 Memento 梁崇栢 王俊隆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呷鬧熱 呷鬧熱 李侓珊、姚采秀、李佩襄、余美君 商耀元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日式插花藝術 Japan arranges flowers art 胡宇惠 謝俊龍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Trace Bike Trace Bike 胡睿文、陳尹郁 羅彩雲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八號慢茶 In eight’ea 鮑昱霖、蔡佳臻 林演慶

工藝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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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飛簷 Oriental roof 林美吟 閻建政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鏡己境 Extrinsic Situation 吳孟儒 江怡瑩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大葉大學 造型藝術學系 廢墟 Ruins 廖祐增 柯啟慧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貓・抓・樂】互動貓咪家具 Cat Scratch Beauties 陳彥伶
王鴻祥、彭瑞玟、鄭孟淙、黃銘智、

孫崇實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快樂鳥日子 BIRDY LIFE 梁慧怡、王采妮 吳宜紋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愜藝 Arts Of Satisfied 郭致嘉、龔怡文 楊上峰、蘇英正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冉冉 rǎn rǎn 鄭勝隆、洪聆家、尹立庭、侯雅齡 李佩玲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環，生 ECO life 林亮均、廖綉金 陳欣琪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光影．季序 Season Lighting 謝侃苓、林以桑 吳孟錫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御風而行 WEAVE 羅景芝、唐郁茹、莊采霖 衛萬里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廿丸三號 TODDLERS 葉穎潔、曾盈瑄 藍浩繁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霓好 HELLO NEON! 張鈺函、柯佳妤、許瑜娟、莊智珺 卓展正、詹楊彬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歸寶 Treasure Rerurned 李昱臨、張寧容 林雪雰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喃喃 Murmur 林雨潔、黃思婷 劉延濤、劉靜純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朝天解構立體書創作 Chao-Tian Temple pop-up
陳巧容、陳亭妤、黃宏穎、王俐雯、

劉昂昀
洪祺森、鄭建華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成住壞空 Natural Materials Furniture 吳珮文、劉念瑜 簡秋薇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鏡花緣 [jìng huā yuán] 林信慧、藍郁婷 黃儀婷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舞影-竹藝燈具設計 Dancing Shadow 楊若琳
黃銘智、孫崇實、鄭孟淙、彭瑞玟、

王鴻祥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品茶趣 Taste Tea 胡維之 廖柏晴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金鼓棋鳴 Chinese chess of ancient War 郭擎、徐健穎、陳怡中 邵昀如、蔡進興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皿 MIN 林姿儀、金佳臻、趙英淞 楊上峰、蘇英正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茶覺 Teable 文憶華、張育慈、葉禹辰 黃雅毓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微光精靈 elves of light 李蘋 楊宙航、陳人輝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雀躍 Peacock textile jewelry 周嘉玲 姜秀傑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琺瑯剪黏計畫 Enamel Experiment 許安 王俊隆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大葉大學 造型藝術學系 圓壺 Round 柯澄皓 柯啟慧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ケイソウテーブル ケイソウテーブル 陳尹郁、胡睿文 羅彩雲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末路青春 Last Blossom 楊雅如 陳國珍、陳力豪、施昌甫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入味 Zoo Wei 劉育君、楊怡馨、何貞儀 陳淳迪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紙感-躍然紙上設計美學 Paper sense

黃雅筠、林群諺、游媁茹、林欣誼、

溫堇言、胡文浩、閔陳利、李鎮宇、

蘇筠

陳效宗、張釋文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不被預期的綻放 The Unexpected Blossom 姚孟筑、何采穎 徐嘉良

4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皮憩 Lifesaver 江婉秀 劉延濤、劉靜純

4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古飾今啡 Jue coffee set 鄧喬予、田孟雅、蔣宜芳 劉美均

4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轉換 TRANSFORM 都業勤、蕭旭謙 劉晨旭

4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鑄視 gaze 蔡依樺

4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癒境 cure 范芯雨 江怡瑩

4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微觀日記 The diary of microcosm 黃雯琪 陳玟吟

5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蝶 Butterfly 林欣蓉、吳佩軒 王安琪

5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字字傳情 Writing teaser 傅昱舒 姜秀傑

5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轉動城市 Turning 郭式惠、游庭愉、楊景筑、何儀甄 許秀如、魏明仕、徐俊良、何宏文

5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蛹椅 chrysalis 楊家豪、陳奕璇 劉信志

5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蝸牛椅 Snail chair 李祥豪 康靜雯

5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新世紀 CENOERA 林士堯、黃依萱、洪琴雅 黃興儒

5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群聚關係 Swarm 田暖晴 賴廷鴻

5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捕手 the Pitcher 吳哲安 林家華

5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PULSE木心臟 – 木材與生命的燈具
PULSE wood heart- A light with wood

and life
張祐嘉、宋任平 朱莉蕎、張若菡

第 5 頁，共 16 頁



NO. 評選結果 參賽類別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中) 作品名稱(英) 參賽者名字 指導老師名字

5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君子不器 Hard texture and Soft line 陳加恩、黃煒鈞 黃俊銘

6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誘惑 Temptation 呂岳軒、張智雲、林宗翰 黃俊傑、藍浩繁

6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嶺 Comprehend 張均儀 劉晨旭

6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輪洄 reincarnate 簡辰峰 陳國珍

6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沿序-竹工藝大型休憩椅 Clamber 陳映安、吳昱欣 何明泉 、陳高明

6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攀緣生物 Climbing creatures 陳昱錡 張博然、陳加峯

6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Treasure 原生 Treasure 宋柏儒 郭乃仁、楊炘彪

6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奔流 Lakuri 陳翊華、邱琬婷 何明泉

6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繫 LINK 葉芳妤 陳加峯、張博然

6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五五巷 Nostalgic Old Street

陳尚緯、顏郁峻、吳承祐、張邑妃、

黃士瑋
張錦郎

6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無聲密碼 Secret Code 林宛瑩 施昌甫、陳力豪、陳國珍

7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兒童多樣組合傢俱

Children's Diverse and Assembling

Furniture
簡妤璇、張逸柔 葉博雄

7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山嵐水色 Mountain Lake 游奕晴 陳國珍、陳逸、陳力豪、施昌甫

7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墨意─禪系列傢俱設計 MO-YI  Zen Furniture Design 蘇媛媛、葉育婷 曾誰我

7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石光 Luminous stones 王駿安、周昱慈 李福源、李文淵

7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響竹 Teana 楊頌容 伍大忠

7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如果模具可以編織 KnitMold 戴呈哲、廖安凱 徐嘉良

7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心中有樹 Tree in mind 劉亭妤、高鈺婷 何玲錦、蘇雅汾

7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搖逸 YAO-YIv 盧以倫、陳映慈、張嘉芳

7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太陽‧繫 Solar System 陳君宜、楊宇安 楊炘彪、郭乃仁

7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魚舞.與舞 Fish Dance- Dancing with Self 王雅儷 施富錡

8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槕 zebrawood table 鄭棋駿、陳妍方 徐明偉

8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憶起。童年 Recall childhood 呂培薇 謝淳鈺

8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醮紙-大士爺醮紙神明 Jiao Paper - Da Shi Ye Jiao Paper gods 鄭志良、周建忠、陳韋廷、林見賱 蘇英正

8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福器 BLESSING IMPLEMENT 鄭雅允、侯尹婷 徐明偉

8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深海怪燈 DEEP MONSTER 張穎華 葉文凱

8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補丁藝術 Patch Art 彭采聆 、邱紀凱、沈家慧、施坤銓 楊上峰、蘇英正

8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詩詞II:上善若水 P  o  e  t  r  y    c  h  i  n  a 張宇翔 李福源、李文淵

8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摺起來的和式桌椅 Origami 李宇正、楊舒涵、戴宇賢 郭藤安

8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凝花 FLORA 徐聖惟、劉宇晏、盧鏡崴、林以涵 康靜雯 (副指導)、陳中聖

8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妝奩五斗櫃暗屜設計 Dowry 吳宜亭 洪芝青

9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神鳴 SHEN MING 陳怡伶、周妏璘 絲老饒滋.穆凝

9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千年伴-傳承媽祖千年信仰 Believe in Mazu 陳思珈、林恩伃、邱佳勳
劉鎮源、曾啟雄、林加雯、郭世謀、

湯永成

9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立著看臺南 Tainan Pop-up 胡庭瑀、楊淨俞、莫蕙禎、陳怡雯 賴孟玲

9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花綴文房 Stationery of Grilles 羅芃 洪偉肯

9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金簍 Gold creel 林奕傑 林彩藝

9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纖履奇緣 Fiber Rella 高子婷、張妤瑄、李羿錡 游志堅

9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飛白-書房系列 Flying White-for Study 賴建良 黃俊傑

9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賜爾錫福 Give you good fortune 張竣皓、林建強 陳品志

9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蠶。纏。禪 Silk thread。Craft skill。Chan 曾靖如 高宜淓

9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蓮藝 Buddha Lotus 蘇如苑、劉珍汝、藍珮瑜 蘇英正、楊上峰

10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大溪老街 Dasi Old Streets 詹宜真、李珊蓉、王皓偉、朱彥瑞 陳國珍

10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棲息 Habitat 陳立輝、林揚傑、游雅帆 陳國珍

10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泥果-創新高壓擠出水泥樹酯土製成方

法
Ni Quo 陳惠婷、徐松鴻、陳彥慈、羅芳葳 陳中聖

10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結絆 Knots Chair 陳珈儀、葉彥汝 吳宜紋

10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珊瑚。飛絮 Coral。Float 邱雅笛 張博然、陳加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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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粼粼 Scale Light 李文秀 陳家峯、張博然

10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光於我 Light shine on me
吳佩珊、林依璇、盧瑩瑛、胡祐銘、

蔡羽嫣
吳銜容、廖雅琴、趙樹人

10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脊 Ridge  Rechargeable mobile lighting 李柏勳 陳加峯

10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增生系列 Proliferate series 屠源泓 劉立偉

10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塩所在 The Solar Salt 侯心苹、劉孟函、林毅軒 張英裕

11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鐵骨籐筋 Iron as bones , Rattan as tendons 吳妤蓁 吳孝儒

11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拈花 Twist Flowers 鄧宇軒 陳力豪、施昌甫、陳國珍

11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愛蓮 Louts 吳睿旭 吳孟錫

11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趨吉碎凶 Chiu-ji-suei-shiung 林婷毅 黃桂瀅 、林美吟

11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魚是  悠游自在 fish Jewelry organic curve 曾穎簃 黃士芳、姜秀傑

11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愛尋寶 Look for love treasure 趙翊筑 陳欣琪

11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海洋下 Under the sea 卓詩儒 謝俊龍

11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城市 City 張鳴真

11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魚是 躍然於碗底
fish pendants to come alive on the white

bowl
曾穎簃 黃士芳、姜秀傑

11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逆生 Adversity rebirth 方瑋廷 張守端、張釋文、蕭銘芚

12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裊裊 niao niao 林羿穠、高嘉璘 林家華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木癒 FORMOOSA
林建君、林庭竹、葉璧溶、黃映領、

鄭伊岑、李芳靜
陳政昌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就蔗味 Sugar,Yes Please
邱思華、李雨樹、黃偉庭、陳冠霖、

梁家慈、汪榆芷
魏明仕、徐俊良、許秀如、何宏文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青草大夫 Dr. Herb 鄭禮森、陳婉婷、鄭惟禎、林佳真 余淑吟、謝德旺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辛風味 Quality black pepper
陳奐達、余蔓君、楊琬筑、高意雯、

簡聖安、詹雅婷
莊育鯉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1975草嶺油莊 1975 Caoling Oil Village 陳柔安、蔡鈁羽、黃建潤、藍圓圓 許世芳、高瑞楨、杜雅雯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果果王朝 Guo-Guo Kingdom
潘姿伶、許智維、謝依玲、徐湘茹、

黃敬華、林明慧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迎蜂而來 BEE BACK 陳緯真、張博鈞 曾培育、林慶利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薑將(ちゃん) CHIANG CYAN
羅玗希、彭鈺喬、陳威慈、劉玳伶、

何如敏
莊育鯉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丹鳳眼 Dan Feng Yan 黃鈺婷、安雯、陳宜慧 謝德旺、余淑吟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金板栗 Golden Chestnuts 王綉靜、吳玟霈、陳姿靜、張詠涵 吳博文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月果 YUEGUO 陳鈺珊、黃芊蓉、林宣妤
連佳惠、方曉瑋、戴素貞、陳西隆、

洪世杰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麥香傳 Savory Malt Passing On
洪郁茹、卓倚帆、蕭閔云、蔡念加、

林煜傑、吳昀融
陳崑鋒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醬好一輩子 The Way Of Being Together 林欣柔、盧侑瑩 熊子扉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線碇—許家手工麵線 Xian-Ding_Hsu’s handmade noodle
林珮妏、陳郁晞、江振銓、陳冠霖、

楊旻學
吳博文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錠行 Take Away
吳思先、曾楷峻、張雍雍、王瑞玟、

何詩翊、吳玟曄
胡發祥、李政達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日香豆干本舖 Hwang Ryh Shiag Dougan The First 謝文瑄、呂柏廷 黃國榮、廖崇政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道糖 Handmade brown Sugar 唐筱涵、侯娜惠、陳玟嬛、蔡孟霖 陳鴻源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時禮紅妝 Shi Li Hong Zhuang 陳虹廷、曾品耘 鄭興宗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福號餅舖 FU-HAO BAKERY
蔡欣宜、王展鴻、賴靜宜、葉靜娟、

劉騏寧
林宏澤、陳西隆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黑美人-台灣黑糖包裝產業
Brown Suger Beauty-Taiwan Brown

Suger Porperty

莊佳霖、王品文、左育綺、葉懿徳、

尤俊達、李依庭
林宏澤、陳西隆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r.Chocolate Dr.Chocolate 楊易穎、唐毓汝、歐宜靜 胡文淵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半世百味 Halftime of my life as the KAKOROT 徐曼真、楊雅涵、辛亞茹 陳江富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言師採藥 My master’s off gathering herbs

張育瑋、吳孟龍、倪自立、鄭棠遠、

胡庭耀
黃綝怡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齒事代 TOOTHING 張純珊、陳心怡、劉家維 王盈發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福栗社 Welfare Chestnut

林佩誼、陳怡靜、林舒晴、詹昕儒、

黃于珊
嚴月秀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小米嚇到-創新米香包裝

Surprice-New package about puffed-rice

cake

黃珮亭、江品萱、陳雨昕、鄭慎之、

陳玟瑄、鍾宜紋
林文彥、林宏澤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木存 Warning woods

黃思婷、林哲先、蘇瑩芳、張淨媚、

李盈竺、翁詩賢
陳鴻源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老板米糕栫-府城特色甜食

Old wood plank (Mi-Gao Jian) -Tainan

characteristic  dessert
鄭于庭、彭子軒、周佑晟、黃于芳 陳西隆、蘇仙筆、賴岳興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量心舖 PAWN SHOP

賴韋如、張晏程、王盈丹、陳玉婷、

陳亭吟、蕭至熙
杜雅雯

包裝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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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醋町本事 Cu Ting Story

冉惟心、蕭富舷、連芷岑、林巾郁、

林亭昀
詹玉豔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草藥感 CHO YAO GAN 林平芸、林敬家、曾詩媛 胡發祥、高偉峯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童樂會-親子甜點系列包裝

Kid's Party-Packaging Design for Parent-

child Dessert Series

林雅溶、涂巧婷 、盧怡萍、 鄭曲

吟、高嘉君、呂玟萱
賴岳興、林宏澤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日光石鹼 Taiwan salt soap 李韋儀、侯惠心、江宇筑、謝愷娟 馮承芝、林建華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菓萃 Pulp Tea 黃意庭、廖子葦、蘇家萱、江俐 詹楊彬、廖卿枝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馬告帖」_文創生技商品包裝設計

提案

MAGO-PATCH_The Package Design

Projec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沈孟陵、游宸淇、芙烈‧萊撒 陳寬常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㙓花寶典 Succulente Atlas 黃乙加、陳俐坊、顏妤芬 鄭國章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果然如此 The Truth

蘇聖如、廖玉錡、劉懿慧、施宣竹、

彭名伶
張盛權、李政達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種生 Bings

韓其峰、詹于萱、蔡宜汝、吳冠婷、

張瑋翔、黃冠菱、李易潔、蔡承陽、

鄭筠諠

陳昱光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喜嚐齁滋味 Taste sweet 張馨云、賴俐吟 林演慶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橙實 Tangenuine 高鈺茹 詹玉艷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盛菓島 FruitIsland

林緯茹、陳庭慈、張育慈、余蕾蕾、

劉敏婕
游明龍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良食日 Cake of Regimen 葉伊婷、施潔玲、賴芃諭、廖佳莉 何宏文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農情米意 Female Farmers's Rural Life in Yilan 盧琬婷、林妤柔 曾淑娟、蘇木川

4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食色，性也 Love Guide Condoms 潘冠豪
鄭孟淙、王鴻祥、孫崇實、彭瑞玟、

黃銘智

4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香草8號 8Vanilla
張梃煒、蔡宜呈、林威宏、邱奕凱、

鍾竹雁
黃國榮、廖崇政

4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皂 Hao Zao 林美利、陳祖慧、許紜綺 陳西隆、林宏澤

4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池蓮茶堂 Lotus Tea 戴莉庭、陳珮妤 曾淑娟、蘇木川

4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再見小學-台灣偏鄉小學特色課程系列

介紹

See School Again-Taiwan partial

Township Elementary School special

courses Series Introduction

賴冠靜、陳葦如、謝巧瑩、王涵 賴岳興、蘇仙筆

4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藥水分裝包 Liquid Medicine Pack 陳炯詒、黃建瑋、何晨安 黃國珍

5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一期一會 once 陳令宜、張庭維、曹馨仁、梁譯方 王志仁、林演慶

5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拉。麵 SOUPARATE 張乃竺、謝東曄、張蕙讌、陳慈安 黃國珍

5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庄迎桂客 ZHUANG YING GUI KE
黃佩淇 、冬虹亭、黃舒筠、莊云文、

林信璋、林瑩萱
吳博文、高偉峯

5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蔗渣緩衝材 Sugarcane Dregs Cushion Material 沈旻毅、黃思萍

5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醬厚缸－豆瓣醬品牌包裝設計
“Jiang Ho Gang”-Bean paste Brand

Packaging Design

江世瑩、余佩親、邱雅筑、盧倩鈺、

陳冠宇、范姜立螢、羅予彤
鄒永勝

5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綠包果 Fruit Pillow 於筱珺、陳裕升、李芷緹 駱信昌

5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嗨!山豬 Hi!Wild Boar
吳東昇、邱鈺娟、林鴻陞、黃悅慈、

陳玉萍
徐成坤

5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柚玖 YOUJOY 黃秉賢、陳凱庭、顏君芮、詹詠全 黃國榮、楊文灝

5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茶娛繁後 plant tea 蔡亞妮 李炯達

5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驛巷臺灣 Imager of Taiwan
林均隆、姜俊宇、章惠雯、劉聖賢、

洪栢慶、吳祥德
林育如、林學志

6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干皂 Gan-Zao 魏杏芳

6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水引 Let's Noodle

許珈誠、陳宣彤、陳晴晴、劉芸希、

吳念宸、洪玫臻、蔡庭儀、吳承翰、

鍾寶儀

陳昱光

6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一轉即食 INSTAGREENS 謝東曄 、陳慈安 、張蕙讌、張乃竺 黃國珍

6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面面具道 A story about health 柯宜萱、李荃羽、林于萍 蘇文祥

6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塩所在 The Solar Salt 林毅軒、劉孟函、侯心苹 張英裕

6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小草植堂 KUSA-no 洪詩穎、黃靖婷 郭毓麟、陳雍正、林靜宜

6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老台菜 Taiwanese Traditional Cuisine 楊謹淳、黃冬靈、陳芊妤、楊若瑜 林宏澤、賴岳興

6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樂蛋 Happy Egg
鍾宜瑾、王薇婷、陳玠妤、鍾佩容、

蔡博翊、王苡倫
涂以仁、秦安慧

6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呷卵- 雞蛋品牌暨包裝設計 Jia nen egg brand and package design 蔡錦宸 、洪竝堂、林佩盈、徐百福 陳西隆、尚祚恆

6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狗日子 Buddy for Life 連晨妤、高瑞妤、呂宛錡 、陳映廷 簡福鋛、李政達

7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忸擬作態股份無限公司 Keep Working 陳容蔚、曾郁雯 林金祥

7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秀堂 SI-XIU HALL
張雨儂、吳瑀瑄、黃菁盈、吳岳臻、

韓佳陵
邵昀如、蔡進興

7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悅兔 Moon Rabbit 簡郁璇、竇裕勝 林演慶

7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果好禮 Fruit Gift
林緯紘、林偉渝、黃偉誠、蘇品瑄、

吳翊禎
嚴月秀

7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黏手的甜蜜 Rice krispy
柯新柔、陳俐瑋、孫郁婷、黃曉芸、

蔡婉茹、魏嘉儀、洪云雅
練維鵬

7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八號慢茶 In eight’ea 鮑昱霖、蔡佳臻 林演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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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世內陶緣 Piece of cake 邱越 、黃巧如 、李靜晴 江吉龍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圓點小農．南港瓶蓋工廠再造計畫
SPOT FARM．Nangang Bottle Cap

Factory(NBCF) renew planning
張藍心、王偉峻 梁林凱、鄭傅儒、王至誠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印象畫民宿──交融地景畫廊與畫景

之淡水藝境
Impression Guesthouse 陳佩愉 張效通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食宴田間-新式生態農場 Food experience on new farm 林羽彤、賴怡君 林立韙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綠色仲介 Green agency 王顯恩、郭翰融、郭秉承 黃文鴻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口口BOOK 口口BOOK 蔡旻倩、陳雅虹 劉易鑫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裸體建築 NAHED HOUSE 林珮瑜、邱思頻、謝建偉 藍儒鴻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廾-地底生態圖書館
GONG – Underground Ecological

Library
趙佳熙、林舜揚 林文隆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都市/亭中，停 Stay & Stop 陳薇、許婷瑋 蘇林立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知覺廠 Factory of Sense 徐宜彣、呂湘怡 許鶴錦、林裕峰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秩序與失序的詩敘 A poetry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林修民、黃慧媛 施建邦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換拾糧 Story , Food and Homeland 李昀容、賴品瑄 施建邦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串流不息-台大校園綠廊鏈結&無邊界

生態教室建構
A chain between campus & ecology 蔡一安 薛方杰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所非鎖-複合式微型商務中心
Burr puzzle compound mini business

center
蘇若雲、黃郁涵、謝亞慧 謝力齊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豬不見了 Pigs disappeared 林珍萍、張晏甄、連虹棋 黃教益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裝填一甲子 Loading Six decades 游大偉、巫政穎、林宜昇 陳宛宜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溫柔都更-萬華寶斗里更新計畫 TANDER Urban Renewal 謝翔 張效通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旦然出色（斗六果農合作社設計規

劃）
fruit kingdom 張起順、余志揚 黃潮岳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音繞場域 InLoud 林禹廷、黃宣庭 林曉瑛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微縮城市　／　新型態實驗性微創辦

公空間

Micro city. Micro life.        Maximum

value of studio
曾培菱、蕭文心 王伶芳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台中中區再生舞台 Downtown Recreative Center 林熾毅 李約德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延警 Warning Dragon 馮怡蓁、林哲銘、凌侑鴻 王文雄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鏡中境 Mirror in Mirror 吳怡婷 楊佳璋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音樂觸媒實驗基地 The Catalyst Of Music 吳姿瑩 張弘樺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只是圖書館 JUST LIBRARY 溫佳曄、陳詠渝 朱國棟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浮生 Floating Life 吳奕承、蔡長勳 陳淑美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回 - 傳統市場改造 Return - The Traditional Market Reform 張純毓 邱建維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空間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默漠計畫 Uncared-for Plan 洪翠瑩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大地藝術部落-秀山國小舊校舍再生 Art Tribe of Nature 張宗聖、陳昱鈞 王至誠 、梁林凱 、鄭傅儒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竹積 Bamboo Block 郭宗諺、徐子婷、劉曉卉、廖家慧 林裕峰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碧砂漁港・洄游計劃 Bisha Fishing Port Migration Plan 黃秀穎、皮涒依 鄭傅儒、王至誠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湛然寺 ZHA NRAN SIH 黃光輝、葉穎承 劉光盛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自然覺察 Temporary experience space 張倫誠、蔡明學、陳彥逢 陳宛宜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軸繫 Bearing 鄭琬霖、賴怡均、傅宣菀 陳宛宜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彩虹森林 Rainbow Forest 李承陽 薛方杰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憶油未盡 memorize oil never end 張姣嘉、黃韡箖、錡玟玉 謝力齊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一畝夢田 An acre of dream farm 洪雅姿、黃鈺喬、洪子涵 黃文鴻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迴樹 Forest Replantation 徐偉盛、洪啟豪、楊詠光 謝力齊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祖靈共舞，上帝同在-南方澳 基督長

老教會&部落大學 設計計畫

Dance with ancestors, God be with you，

Nan-Fang-Ao Christian Church and

community college of tribe corporate

彭凱倫 許玉明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蜑水人家 Tamsui House 黃建豪、司建弘 林文隆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一維丘壑 City Garden 劉育仁、陳冠侖、蔡肇倫 沈元琪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流向聚落 Crossing Village 許湘琴、黃鼎翔 陳宛宜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左岸 Left Bank 江柏亨、黃雅琪、沈凱順 江金榮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出 - 水上概念建築 Emerge - Maritime concept architecture 黃柏蓉、陳婉蓁 王麗雅

4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四分之三度 Three quarters-dimensional 鄭伊絜、李念祖 藍儒鴻、王伶芳、蘇林立、劉亦鑫

空間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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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自然造屋體驗空間 Natural building experience space 彭逸琳、黃雅勤、蔡晏綾 黃文鴻

4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災難臨時住所 Our Home 王俐棋、翁羚育、劉映廷 謝堅銘

4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藝巷之間-地方圖書館轉型(園藝類別)

Between Lane and Art - Transform of the

local libraries (horticultural library)
何婉綺、林怡君、洪子祺 王伶芳

4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鳥岸 Bird coast 宋雲煒、林祐如 葉民權

4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移軸 Shift 林穎玟、劉妍廷、林岱儀 江金榮

5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影劇三村 Motion picture Mimura 張珮瑤、黃柔萍、林雨函 沈元琪

5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隨波築留 Following Wave And Stay in Building 鄭嘉偉、謝育菁、吳子怡 謝力齊

5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將藝 The Arts 陳怡諠、陳協昌 黃教益

5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洄 Whirl 羅晨楓、陳婷怡、賴怡珊、黃怡寧 張振銘

5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藝宅一載 Handicraft  Space for sixty years. 郭伊航 黃教益

5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既有．寄生．共生 Existing．Parasitic．symbiosis 邱柏瑞 林秉如

5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綠色城市 Green City 陳敬旻、林小鈞 李東明、林立韙、呂哲宏

5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消失的盲段 Water History in Tainan 陳紀瑾、李佳苓、張宜璇 黃文鴻

5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戲聚 Let's  see  together 謝紫筠、林孟蓓 沈元琪

5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ART IN THE CITY ART IN THE CITY 鄭珮瑩、傅意紋 許鶴錦、林裕峰

6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創意者共作坊設計 Co-Working Space for creator 簡苔珍、黃宜芬、蘇庭萱 黃教益

6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海安脈絡 Hai-An Context 巫翌萱、吳宛樵、李培瑜 陳宛宜

6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夕映鹽田 saltpan under the sunset 翁瑋志、鄭羽真、李杰隆 江金榮

6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假農 WEEKEND FARMER 周語麗、林純汝、吳詩琪 黃潮岳

6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蓮居 Lotus House 宋沛樺、張庭瑄、楊逸蓮 陳嘉基

6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蘊 Profundity 林子涵、楊智欽 陳念祖

6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口良人-養生坊 Healthy Diet Restaurant 周逸妮、蔡書樺、陳湘婷 商毓芳、何肇喜

6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面轉 Turnsform 楊千慧 葉文凱

6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EUTOPIA 尋‧覓境 EUTOPIA 侯彥萱、施岱呈 朱國棟

6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旅人之森 Traveler of the forest 張信議、江奕緯 林立韙

7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Graffiti塗鴉藝術館 Graffiti 趙敏、莊惠雯 呂哲宏

7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逆行鼓山
Reverse the old Gushan to a whole new

impression
陳証週 黃潮岳

7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日式宿舍 體驗式旅館
Experiencing japanese colonial-era

housing
呂佳勳 呂哲宏

7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FO R EST FO R EST 邱建倫 王伶芳

7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槮 活 Organic life 簡嘉穎、温琇雯 劉易鑫

7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都市中的動物空間 Zoo topia 賴育葶、吳姿瑜 顏敏傑

7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在水之間-淡水藍色公路棲息地 Between water 謝湘琪、洪儀君 林立韙

7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當代藝術館
Jingmei Human Rights Culture Park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張凱勝 王德普

7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TESLA-未來生活 TESLA-The future life 黃勤益、江孟諭

7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立方迴路 Drive in cube 劉宛屏、蔡采晏、羅巧玲、謝欣穎 林裕峰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行路 underground 洪威宇 黃盈嘉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維度 Dimension 陳怡婷 黃堯慧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TITANES 泰坦 複製∞記憶 TITANES 符永全 游佳娸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007 美人計 007 Sex Trap
鍾佩穎、廖庭君、陳怡婷、陳嘉怡、

廖延聆、塗子豪
邱魏津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雨水一盒 A box of rain
陸妤瑄、陳文蕙、陳其筠、林靜妤、

粘椀凌
張瑛玲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寄生 Parasitism 徐明逸 林國棟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無涯 – 現代書法
No limits – Contemporary Chinese

Calligraphy
鍾旻均 遲曉雲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70s'國王路 Back To King's Rd. 溫禹權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面隱 maskreat 周立心 蘇旭珺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離旅 EXILE 朱妮

時尚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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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四分衛 Quarterback
蕭梃偉、郭家誌、楊謦瑜、曾子庭、

劉柏廷、陳信豪
游佳娸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遇見 MEETING 張芝穎、吳憶佳、洪聆家 李佩玲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The Moss The Moss 陳珍妮 黃盈嘉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寒武紀 Revolve
蘇怡文、黃于萍、涂鈞宜、曾郁喬、

許瑜真、劉于萱
王安黎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雀躍 Peacock textile jewelry 周嘉玲 姜秀傑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無聲密碼 Secret Code 林宛瑩 陳國珍、施昌甫、陳力豪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UMIMONウミモン UMIMONウミモン 徐佩慈 尤政平、張新房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蛻變 Transform 熊千瑩 吳佩珊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泡泡派對人生 Bubble us 黃亮慈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RÜBOT RÜBOT 沈晏汝 蘇雅汾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黑色幽默 Black humor 楊佳翰 楊惠華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蓬芭杜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Pompadour 李慈慧 謝俊龍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指引 GUIDE 劉庭妤 范靜媛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凜冬將至 Winter is comming 楊佳蓉 黃盈嘉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高陽公主 Goyang princess 忽欣燁 黃盈嘉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彈聲 Pop Sound 張洳虹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0.5夾生 Half
葉麗君、王妍懿、王祥吉、康菁育、

蔡雨真、許銘珊
張瑛玲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都會叢林-原野 Urban Jungle- Wild 陳文軒 江怡瑩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美工科 阿緹密絲 artemis 連若惟 吳佩蓉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蝴蝶效應 Butterfly Effect 許晉瑜 黃堯慧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微生 Microorganism 許甄育、蔡瀞瑤、黃珮雯 邱魏津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越界 CROSS 楊孟臻 蘇旭珺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Iron Lady Iron Lady 王慈穗 陳力豪、陳國珍、施昌甫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花匠 Floriculturist 許甄育 姜秀傑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知覺限界3.6 Perception Limit 3.6 簡祥宇、張晢穠、林庚武 吳婉渟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末路青春 Last Blossom 楊雅如 陳力豪、施昌甫、陳國珍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窺視 PEEP 陳欣儀、陳君寧 章琦玫、張國治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新生鏽 THE NEWBORN RUST 林晏暄 張新房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大葉大學 造型藝術學系 廢墟 Ruins 廖祐增 柯啟慧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極樂遊 Elysium
張順欽、湯凱婷、連慧容、邱郁真、

楊一範、黃雅琇
陳冠伶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祈高糕 Cake For Prayer 謝佳芸 姜秀傑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時尚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鏡 Coincide & Reflection 鄭柔 范靜媛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代客 For you 陳怡妃、吳天慈、張欣瑜、唐巧軒 陳俊良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誰夜市 SAY YES 陳竣宜、朱元乙、謝育蕙、陳庭儀 王曉今、施盈廷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噗滋-昆蟲圖鑑設計 Quit Bug-Bug Atlas
沈瑞琳、趙倪君、林思怡、邱耀興、

廖華國、莊佳諭 、彭鈺程
鄭明輝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食錄 soul of food
李依紋、林思妤、楊旻旻、吳苡僑、

邱芳儀
李政達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熠百 Limit
王怡苹、蔡嫚嬪、廖翊婷、張雅婷、

謝孟軒、林怡利
游明龍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噗滋-蟲返自然
Quit Bug-SETTLE BUGS DOWN TO

THE NATURE

廖華國、林思怡、彭鈺程、沈瑞琳、

莊佳諭、趙倪君、邱耀興
鄭明輝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宝島攤車 Taiwan Vendor
張又仁、林芳如、羅天川、曾奕翔、

黃才容、洪君穎
陳政昌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大田工場 Taiwan Plant 陳昀婕、陳昭吟 曹融、廖志忠、林芳穗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田裡有腳印 Where is the nature 魏光毅、徐億婷、王坤詮 凃玉慧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食色，性也 Love Guide Condoms 潘冠豪
黃銘智、王鴻祥、孫崇實、鄭孟淙、

彭瑞玟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廣告設計科 咱ㄟ話 lan-e-wei

顏郁文 、潘宣辰、林佳妗、吳庭瑜、

黃尹琳、蔡孟璠、呂佩穎、謝瑜晏
林蓓菁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部落格 Tribal Memories
林以樂、賴宗瑋、梁舒涵、陳怡萍、

黃凱稜
陳俊良、劉虔辰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除了黑之外 Besides Black
謝宜庭、吳宜蓁、王蔓華、梁字瑩、

黃翊寧
練維鵬

視覺傳達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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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城市樹林 City Forest 潘冠豪 葉雯玓、施皇旭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原生 RELIVE
賴筱儒、羅妤婕、陳敬儒、賴曉霦、

吳佳綺
陳崑鋒、高玉麟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迴程票 Return Tickets 賴佳昀、歐家榛、李宜瑾 林雪雰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件事 One thing 王奕、葉佳怡、邱靖雅 鍾青萍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盲劍客 knight-errant 陳伶芷、江明穎、林烈仰、楊雅雯 劉晉彰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具肢體統合訓練之遊戲書-中秋節 Mid-Autumn Festival 蔡依廷 郭藤安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檳印樂 Betel Nuts In Life 古珍榕、林又甄、林冠廷 顏名宏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29分鐘的旅程 Traveling by Youbike in Taipei 王姿惠、林俊彥、李旻潔 劉虔辰、陳俊良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設計熱 Design Fever
鄧瑋佳、吳品宣、黃苡庭、張乃文、

徐于婷
馮承芝、卓展正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葉形 – 創意布花設計工坊
Shape Of Leaf – Creative Fabric

Workshop

劉又瑄、瞿繼維、林巧婷、曾柏嘉、

侯東豐
蘇仙筆、賴岳興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種要知道 The knowledge of seeds 張瑟丹、王郁文、林芯儀、陳勻 黃綝怡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廣告設計科 唯妙微笑 Taiwan culture

舒子傑、林偉丞、洪宇晴、吳博融、

黃琮崧、陳冠豪、許良晨、李冠賢
余珮綺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相濡以沫 Moisten with spittle 陳姿穎 陳建發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塩所在 The Solar Salt 劉孟函、侯心苹、林毅軒 張英裕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曬文化 Zenith Taiwan 李明潔、簡佳慧、鄭向潔 陳俊良、劉虔辰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灣妖獸GOOD - 民俗妖怪公仔
Taiwan Yao-so Good  Mythical Spirits of

Taiwan

劉忝桂 、黃宜瀞 、蔡文雯 、譚惠文

、趙子萱 、謝佳悅
陳西隆 、蘇仙筆 、王冠棋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小吃大器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dishware 張惠綺、謝佳伶、翁嘉霙

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中二市 Taichung Second Market 黃國瑋、藍仁豪、陳彥中、劉建佑 嚴月秀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果好禮 Fruit Gift
林偉渝、林緯紘、吳翊禎、黃偉誠、

蘇品瑄
嚴月秀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識相點 Shi Xiang Dian 楊茜茜、劉謹瑩 彭明智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事毫米 4mm
黃瓊逸、謝詩婷、蘇鈺雯、游世安、

陳力榕
邱國峻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橙實 Tangenuine 高鈺茹 詹玉艷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合 Unity 彭慧然 林柏涵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未-主視覺形象 NON 張溥輝 薛惠月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尋鹿 seek sika 董泊諺 、林美秀、嚴上虹、吳昭蓉 楊裕隆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島語 Taiwanese Homograph 史偉評、李蕙君、王麗筑、謝孟芹 陳慶鴻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走著橋 Visit the Taiwan's bridges 蔡郁玫、黃婷儀、陳宜伶、郭珮緹 陳政昌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書棧 Bookary

詹孟蓉、鄭堯淯、黃馨誼、柯雯寧、

林致慧
張金榮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合字文間 co-word 蔡荃、古昕婕、莊雅雲、王于文 林建華、馮承芝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糖製所 sugar factory 陳佳宜、陳詩婷、周怡 顏鎮榮

4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老板米糕栫-府城特色甜食

Old wood plank (Mi-Gao Jian) -Tainan

characteristic  dessert
周佑晟、黃于芳、彭子軒、鄭于庭 陳西隆、蘇仙筆、賴岳興

4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生態逆棲 Bio-Contra-Inhabit 張簡妤如、陳君如、陳甄妤 洪世杰、陳西隆、連佳惠

4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解纏 liberation 劉又寧、林彧瑄、柯伯叡、陳芷琳 洪瑞駿、呂昭慧

4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遇水 Aqua Buddha 邢仁傑、吳睿哲 彭明智

4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層積岩-策展規劃設計 Sedimentary Rock-Identity Planning

林芳鈴、黃品翰、林志穎、葉柏興、

李宥欣、劉芳婷
林文彥、陳西隆

4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種生-臺灣蔬菜種子書冊 Taiwan Vegetable Seeds Book

許喬華、許立蓉、張家榕、胡真瓈 、

陳嘉寶
劉奕岑

5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紅桌一街 Street of Red Tables

林均韋、王嘉良、張瑋珊、郭雨潔、

高楚儀
郭挹芬

5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三鳳中街 Sanfonzon Street

劉映汝、姚佩旻、張立言、陳依琳、

莊舒宇

黃鐉津、詹玉艷、何宏文、張維真、

洪旗森

5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偽美 FalseBeauty

張芝瑜、廖品毓、劉蘋萱、蕭賀筠、

左庭羽、方姿云
王曉今、張盛權

5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淨愛高山 Guardians of the mountains 林佩萱、羅敬邦、張雅雯、黃覺深 吳政璋

5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遊樂鹽 Salt culture trip in tainan 黃雅薇、廖翊庭、張方昱 王冠棋、賴岳興

5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曉菁喜 Surprise Of Indigofera

謝佩儒、蕭以姍、歐芝君、謝逸真、

黃麗蓮、郭玫吟
賴孟玲

5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台灣攤 Peddle

呂孟倫、韓愉文、李紫薇、呂慧娟、

林祖祺、施昊彣
高瑞楨、杜雅雯

5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T S U B I T S U B I 蔡定函、陳映安、楊佳諺 張振明

5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台灣聲態 Voice of Taiwan

柯俊仰、陳琦雅、楊子函、尹柏文、

吳倩
侯純純

5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手式 Sign Language 陳怡佳 林育如

第 12 頁，共 16 頁



NO. 評選結果 參賽類別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中) 作品名稱(英) 參賽者名字 指導老師名字

6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零聚點 Change Together
王韋喬、陳念群、姜佩其、彭思翰、

邱薇伃
蘇仙筆、尚祚恆

6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拾夢 To Catch Your Dream
張微、劉佩欣、陳雅琪、連恆、鄭琬

蓉、藍中壕
廖崇政、黃國榮

6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音晷 Sound Time
彭怡靜、劉冠妙、黃凱、黃暐婷、何

冠廷
黃志偉

6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友沒友 Friendship 吳珊、溫永霖、盧奕全 姜彥竹

6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聚寶町 Treasure Hunting 林韋廷、陳緹軒、湯靜惠、廖珮姍 柯鴻圖、馮承芝

6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蔬PER-新一代蔬食文化推廣
Vegetable Are Super-Promo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vegetarian diets
許馨勻、詹雅棋、楊雯樺、朱美貞 王冠棋、尚祚恆

6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旅行圖中 Metro Map 吳怡萱、呂沅蓉 楊博鈞、楊欽榮

6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攤位-識別系統 Booth recognition system 程昱婷、陳怡伶、朱美綺 何孟穎

6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指尖世界 TOUCHABLE WORLD 林威邦、陳柏鈴、許嘉芳、廖羽仙 陳慶鴻

6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再見小學-台灣偏鄉小學特色課程系列

介紹

See School Again-Taiwan partial

Township Elementary School special

courses Series Introduction

陳葦如、王涵、賴冠靜、謝巧瑩 蘇仙筆、賴岳興

7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林班日誌 Taiwan Forestry Diary 何宜真、潘昱伶、張炘妤、謝秀姍 謝德旺、余淑吟、林建華

7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武夠讚 Martial Art for Kids 陳庭毓、陳秐潔、尤琳瑄 杜瑞澤

7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珊瑚診療室 Coral Clinic Room 王裕銘、林晏竹、蔡仁義、黃亭螢 郭挹芬

7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寶島Life Show Formosa Life Show 蕭珮如、陳以琳、楊惠雅、陳仁傑 陳慶鴻

7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抉擇 Choice
梁丞毅、林育正、趙宏軒、陳威凱、

蔣鎧戎、黃柏凱、林信安
黃鴻錡、張鵬展

7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尋聲鳥 Birds Spectrum Visualization
林育葶、陳虹、蕭錦蓮、曾郁娟、曾

韻晨
陳政昌

7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形影不離 Inseparable 黃俊誠 陳思聰

7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木存 Warning woods
黃思婷、林哲先、翁詩賢、蘇瑩芳、

張淨媚、李盈竺
陳鴻源

7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日光石鹼 Taiwan Salt Soap 李韋儀、謝愷娟、江宇筑、侯惠心 馮承芝、林建華

7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不可以系列一：可不可以在金碗喝海

帶湯？  不可以系列二：可不可以在

陽台種菩提樹？  不可以系列三：可

No way 1:Can I drink seaweed soup with

golden bowl? No way 2: Can I planted

linden on the balcony?  No way 3: Can I

陳姿穎 陳建發

8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木癒 FORMOOSA
林建君、葉璧溶、林庭竹、黃映領、

鄭伊岑、李芳靜
陳政昌

8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花現胡姬 The Orchid 邱怡茹、黃郁娟、鄭宇茵 吳彥霖

8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立著看臺南 Tainan Pop-up 胡庭瑀、陳怡雯、莫蕙禎、楊淨俞 賴孟玲

8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生生不息 Circle of Life 陳詩方

8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煮傳 臺南百年中藥房推廣 Tainan Centuries Pharmacy Diffusion
李柔、劉惠玉、黃乙庭、陳仕眉、郭

佳蓉
蘇沛琪

8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勾兩伍-德陽艦導覽設計
Tourism design of DE-YANG warship

culture park
黃羿婷、施孝潔、韓志群 張岑瑤

8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食光 The 24 solar terms
林筠真、楊晴晴、林家聖、阮思嘉、

浦心薇、彭舒苡
張婉琪

8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風神．趣-風神廟文化推廣活動
Wind God．Going-Culture expanding of

Wind God Temple
唐乙仙、林威志、楊宜芬、周沂安 尚祚恆、蘇仙筆

8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森羅萬象 The Myriad of Creativity 江佳俊、李芮嘉、劉玫貞、邢穀君 蔡長青

8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古‧月津八景設計
Visual Design of Ancient Eight Scenes in

Yue-Jin Port
洪迺晴、羅書庭 楊欽榮

9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台灣獅 Taiwan Sim 葉麗莎、朱劭芸 黃儀婷

9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芋感 lucky oh wah 戴珮容、楊孟綾、張美紋、呂盈臻 蔡昌吉、涂以仁

9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坐不座 Sit No seat 黃淑卿、曾浩維、王芷苓 胡發祥、張盛權

9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良田吉食 Good Farm Good Food 范傳偉、楊庭任、郭庭安、徐珮瑄 方菁容、廖卿枝

9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茶惜-偏鄉茶農文創復興陪伴團隊視覺

規劃
Treasure tea 李念樺 、紀蓓瑄 、謝采恩 彭立勛

9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摳八摳摳 0800 高靚桐、王嘉翎、李天、陳柏如 詹楊彬、卓展正

9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睏島-午休公園-CIS系統設計 Energy Island CIS Design 彭俞禎 、蕭婷予、林暘閎 杜瑞澤

9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找稻 FIND
蔡昀姍、許依婷、黃湘婷 、陳敬嫻、

黃道楷、陳美君
林佳鴻、劉棠思

9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干皂 Gan-Zao 魏杏芳 黃桂瀅、林美吟

9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巷由心生－台南信義街導覽網站 Streetlife
李云、陳郁雯、陳韋如、王雅頡、白

傑、張佩瑜
陳姿汝

10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府城拾蓋 Beautiful of the side
謝玉萱、潘嘉閔、楊雅棋、林芯儀、

趙琍雅、藍伊萱
黃綝怡

10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來哼咖啡音 Leghorn caffeine 吳玉秋、施昕屏 詹敦學

10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每天都是你的表演舞台 Every day is your stage
郭姿吟、翁靖雅、葉建廷、薛蕙齡、

黃鉎強、彭厪彧、江欣儒
王振安

10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
夯菊-憶遊未盡紀念組 HANG JU-RecollecTour 洪薏涵、夏楚涵、陳柔岑 張英裕

10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露天食聚 paper drama of Taiwaness traditional food
楊湘祺、蘇品璇、陳俐涵、謝佳錡、

曾千晏、劉秀敏
王桂沰

10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水の栗 TRAPA
詹雅婷、吳揚昕、賴郁汝、劉佩慈、

曹長姿、李玟萱
黃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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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絲路 Silk Route
關子欣、蕭廷曲、林立雯、陳若薇、

戴依庭
翁鉅奇、黃郁鈞

10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整形手術 Plastic surgery 張庭瑜、李文源、張詡珮、邱珮慈 張露心

10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指尖。虹-觸覺色彩溝通系統
T.C.C.S-Tactile Color Communication

System

陳美靜、李建龍、林渝文、林俊宇、

顏文君
魏碩廷

10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嚐理關係 Taste Relationship 張慧敏、陳欣佑、黃子婷、李冠臻 易映光

11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異鄉人 The Estranger :蔡雅婷

11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言師採藥 My master’s off gathering herbs
鄭棠遠、吳孟龍、胡庭耀、張育瑋、

倪自立
黃綝怡

11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鰆 chun 蔡旭鈞 徐福治

11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植物人 Vegetative state
謝昀烜、邱瀚駿、鄭珈詩、曾于真、

蔡雅婷、盧珮瑀
林宏銘

11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守光人 Light Guardian 王品慧、張馨云、陳俞璇 簡瑞勳

11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綠野鮮種 Green and Fresh Produce 楊雅婷、林芷因、林雁儀、吳佳穎 張國治、章琦玫

11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原生種 Natural Seed Life
陳玥瀅、莊涵瑜、吳其叡、楊淑真、

林辰祐
曾薰誼

11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心中的月亮 The Moon Of the Minds 陳宥岑、劉思辰、郭子榕、楊于萱 陳月英

11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生活模事 5 acts in life
蘇鈺雯、黃瓊逸、游世安、謝詩婷、

陳力榕

11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布生繡 Bu-Sheng-Siou 楊汭翰

12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移動孤島 Moving Island 張虹菁、陳念琪、賴怡均、蔡　綺 邱順應

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Catch Me if You Can Catch Me if You Can 張雅鈞、王嬿婷、顏安琪、王姵予 王年燦、林倩妏、方彩欣、廖繼坤

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爆炸城市 boom city
黃玟慈、鍾宜珊、盧婷筠、蔡宛庭、

黃淑雲、陳乙均
洪榮澤

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復字·複字 Letterpress
陳俐卉、潘有為、蔡岱蓉、孫意淳、

陳星輝
莊羽柔、林淑媛

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耳目譯新 Hear Me 莊祐丞、黃政勛、黃煜堯、黃宗達 馮嘉慧

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但我忘了展覽的名字 Re-forget 呂祐佳、寧偉程 郭世謀、邱顯源、胡文淵

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好夢 Sweet  dreams 羅佳瑩、林秀珊、黃珮瑜 蘇志徹

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未 NON 侯德謙、唐映竹、陳婷安、謝之淨 楊朝明

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我說，故我在 I speak, therefore I am. 陳柔安、謝逸璇、梁勻榕、呂孟潔 陳柏年

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墓靈 Souls of Graves 吳育袖、蔡梅菁、鄭莉蓉 金啓平

1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關於兇手先生 INSIDE ME
李佳靜、陳怡璇、王永力、余承融、

陳威齊
白弘毅

1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人生選擇機 Life Machine
周漢唐、邱紹瑜、施政行、張凱威、

陸奕璇
李政宗

1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步 ONE STEP 黃念庭、陳怡蓁、李紫晴、林佳瑩 許允聖

1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BONBONS-Welcome to The Moonrise

Bookstore

BONBONS-Welcome to The Moonrise

Bookstore
徐婕、賴安、周玥妏 林倩妏

1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賀呷 HOU CHIA 黃德華、陳美伶、陳政元、劉獻文 劉淳泓

1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寇弟 CODEY 陳懷婠、賴瑋淳 林伯勛、梁容輝

1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壘畢緹 RABBITY
鄭先遠、楊潤華、林永益、李順德、

蔡文杰
李宏耕

1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曬安心 SUNJOY 楊凱霖、蔡孟媛 林柏涵

1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托比與爸比 Toby & Daddy 張雯雯、徐嘉伶 陳世昌

1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史杯秀 SpeShowow
李弦、林俞蓉、吉齡芝、詹博鈞、陳

俊仲
白弘毅

2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靜 HUSh 張映萱、李佳容、林慶倫 張嘉倫

2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鏈結聖戰 Rage of Immortals 周如晦、洪執宇、童傳恩 劉明昆

2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好朋友 Best Friend 劉佳鑫、唐于絜 朱厚承、熊子扉

2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格老子 Father
蔡芸芷、陳沛奇、王伯鈞、張凱榮、

林伯祥、廖瑋薇
張書維

2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原味覺醒 Flavoring Personality 唐映竹、陳婷安、謝之淨、侯德謙 楊朝明

2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惡鄰鼠寶 Genie and the Rat 潘柏瑜、張兆鳴 王年燦、方彩欣、廖繼坤、林倩妏

2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糖果湖 Candy lake
蕭郁庭、林書伃、呂淑敏、張文文、

謝宜靜
王忠德

2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流星管理員 Wish Upon the Star 陳怡華、陳昆懋

2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綠化情緒 Emotion Turns Green 蔡宗燁 、邱慈瑩 、郭俊廷 、吳姿葶 林家華 、余佳穎

2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超級識場 supersmarket 梁家瑜、趙迦音 簡漢民

3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回味柑仔店 Tradition Grocery store 周仕承、王采媗、陳鈺璇、莊孟儒 林靜宜、林彥良、李逢春、陳雍正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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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雙 WARRIORS
廖翊均、吳岱玲、彭聖婷、張詩涵、

曾于倫、蕭惠蘭
楊鼎献

3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獅情玩藝 Qmo's Journey 李庭萱、楊幸諮、李怡萱、陳玉婷 朱中華

3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職點迷津 Guidelines to relax a healthy diet !
陳玉智、何美儀、陳屏汝、陳巧玲、

劉家君
許世芳、高瑞楨

3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那崩壞的世界，最後怎麼樣了 How are you my Earth 陳怡琁、吳婉君、張家瑜、關詠心 陳炳彰

3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移樣 Change Appearance
許俊逸、孫浩哲、高煒峻、鄭佳宜、

呂尚鴻、黃子軒、吳睿庭
林子忻、吳國禎

3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unknown unknown 林鈴祐、許維萍 金啟平

3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痴癡 Do you know?
陳亮君、余靜、方俊凱、王燁宜、曾

雅資
趙樹人

3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小雀興 Happy Mahjong 陳品穎、陳品樺 金啟平

3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暨媒體藝

術研究所
去死吧！初 Go to hell,my first love.

江志昉、張嘉雯、林宛奇、葉晏伶、

蔡抒羽、張君怡、黃舒崡
簡皓琦

4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愛募集中 In love 吳季樺、吳大容、謝婷君、蔡承哲 賴怡臻

4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島盲 Eye-land 吳雨真、吳宸羽、陳姵寧 陳光大

4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兵の先修班 How to be a soldier 沈芳安、李夢涵、洪金煌、林言欣 林泰州、邱顯源、郭世謀、胡文淵

4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亞提夫 ARTIF 蕭詠馨、羅為 張嘉倫

4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少年伯格的煩惱 The Berg 李盈璇、吳宜媺、張婉嬋 黃俊榮

4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盲碌家豪 The Followers 張哲綱、林士暄、賴奕如 黃儀婷

4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鲸海 SEA OF WHALES 葉宇恩、陳慧瑜 陳慧霞

4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咕咕啾 Cuckoo Chu

許奕柔、李佩蓉、匡瀅錡、李依軒、

王逸群、洪蕙君
鄧偉炘

4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29分鐘的旅程 Traveling by Youbike in Taipei 林俊彥、李旻潔、王姿惠 劉虔辰、陳俊良

49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反作用力 Reaction 林憶伶 曾志峰

50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綁匪七日 Seven kidnappers 徐亨 楊鈞皓

51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靈爸回來了 Who's your daddy?

陳麟奇、曾凱威、林家弘、孫翊倫、

蔡佳祐
陳鴻源

52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快樂日記 Happy Journal 侯睿 林柏涵

53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絮 Xù

黃偉傑 、吳芬憶、覃朝陽、葉冠佑、

李佩珊、周偉鵬
陳柏年、詹仕鑑

54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暨媒體藝

術研究所
忘年人 Unforgettable

李姿慧、黃泓嘉、廖華伶、魏妤庭、

許冠榆、方慈文
劉現成

55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創夢兒童 SupermartKid

朱崇亨、袁家聲、余政霖、張偉光、

湯朗豪
李宏耕

56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視界 Sight 黃志聰 張晴雯 、劉家伶 、陳建宏

57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Rebottle Rebottle 丁珮芝、蘇柏嘉、李珮禎 張文山、陳思聰

58
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遠古神話 The Lost Mythologies

吳俊明、湯睿誠、林育弘、陳昱睿、

邱政憲
章耀勳

5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偽 Double-faced 王奕涵、艾柔、劉香吟、黃怡籈 賀天穎

6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洞 Peeping Tom 賴泉潓、黃瀚慶 梁容輝、林柏勳

6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聚燚 ZheHui
張璦瀅、楊修齊、廖義華、黃雅萱、

林莉鈞
劉淳泓

6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螢之森 Firefly Forest
陳昱瑄、呂佳倫、陳正哲、劉曉蓮、

陳曉昕、陳資樺
劉淳泓

6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直直飛 Let the dream fly
胡薰元、許怡婷、李昕樺、廖耀東、

李光倫、鄭堪文
靳鐵章

6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台灣設計拓荒者 Pioneers of Taiwan Design 蘇珮瑜、郭亞罕 、楊書豪、陳依婷 陳世倫、吳國禎

6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變秘危機 Illusion Secret Crisis
沈維霖、郭展峻、李昀芮、李家安、

陳彥榮、李詩涵
賀天穎

6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入雲霄 Into the sky 廖偉廷、彭屹維 熊道麟

6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閃耀行者 Shining Traveler 吳念純、洪劭辰、李承哲、蔡佳雯 陳立杰、陳彥甫

6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山頂上的傑克 Jack on the hilltop 蔣孟霖、王薇婷 、李欣恬 張維忠、陳建宏、劉家伶

6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祕法魔晶 Mystic Crystal
李思慧、蔡佩穎、吳彥德、潘炫羽、

蕭方嘉、洪崧瑋
徐豐明

7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畢群
A Group of People Doing Graduate

Project

陳庭妤、鄭佳真、杜瑜庭、謝欣倫、

張際雲
徐豐明

7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轟龍龍 Endless Adventure
許睿容、謝欣樺、周佩瑤、許景淳、

廖敏均
楊東岳、 陳建宏、劉家伶

7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愛的傳遞 Passing Love 薄季凡 秦興和

7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螢光 Faint light 林佩芳、胡依琳、林佩璇 邵昀如、黃國榮

7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其實 Actually 陳虹竹、郭蘊萱 黃國榮、廖崇政

7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來，抱抱 Chan, Mei and Lucky 周怡慶、黃意純、陳琦君、蔡沅祖 張恩光

7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LOST ME LOST ME
劉虹君、黃秉宏、程日君、劉若涵、

程資閔
任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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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心律 Keep on life
利思妤、陳玥曲、謝秀盈、江曼禎、

曾科元
馮偉忠

7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赤腳的女孩 Barefoot girl
李仲遠、呂翊甄、鍾憫豪、徐佳馨、

賴旭娜、羅聿廷
許新標

7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小小學 Xxs-school
潘昱昕、洪觀為、林曼婷、謝欣穎、

蔡明仁、鄭竹君
蘇志徹

8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水鬼 Kelpie
張采蘋、李嫚珊、黃讌茹、曾怡靜、

江品萱
翁鉅奇、陳明秀

8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老先生有塊地 Let's have farm in Tainan.
陳怡靜、黃雅琳、林育萱、顏如意、

陳智嫣、張方寧
賴孟玲

8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賺呷人 Laborer
陳芳菁、賴思潔、徐意雯、劉思怡、

溫晏麟、盧恩玉
林育如、呂廷倫

8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Butterflies in Stomach Butterflies in Stomach
周予婷、陳柔亦、高瓏心、曹賢玥、

吳聿植
黃俊榮

84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愛，不礙 Boundless Love
姚嘉賢、林佑柔、徐嬿蕎、何肖英、

蕭嘉緣、楊棋、呂昀篥
趙哲聖

85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暨媒體藝

術研究所
蠹人 what's in a name?

丁湘瑩、尤茹虹、邱鈺茹、夏文婷、

林柏諺
史文鴻

86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有機農業之心 Heart of Organic Vegetable
陳典意、蘇冠豪、林雅婷、劉欣燕、

張穎亭、老卓瑜
黎煥勤

87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幻零 Illusion Zero
蔡孟錡、周旻毅、鄭翔元、蘇之宏、

楊欽宇、歐冠呈、翁廷煊
欉培元

88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風裡語 The whisper 李凱惠、蔡令娃 周玟慧

89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十六公里長的夜 Stay with me
葉士涵、吳翊芳、黃紹宏、張浩鈞、

林建和、王雯君
黎煥勤

90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巷仔裡 In the alleys,
羅翊方、沈霈佳、麻長涵、李淑雯、

郭濬緯、劉芳伶、黃一尹
練維鵬

91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幸福星球-APP互動遊戲 幸福星球-APP互動遊戲
魏安玉、鄭卉芸、李沛茹、黃芷婷、

曾璟雯
翁秀全

92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消防栓與他的朋友們 Hydrant and his friends 林翰平 、陳紫頻 、李之凡 邱怡仁

93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殺戮世界 KillingWorld
呂亞珊 、蔡旻叡 、邱顯熙 、許子珩

、蔡鎧陽 、葉繁晟
王士瑋 、欉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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