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獎項 參賽類別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中) 作品名稱(英) 參賽者名字(中) 指導老師資料(中)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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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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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慈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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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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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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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畝夢田 An acre of dream farm 洪雅姿、黃鈺喬、洪子涵 黃文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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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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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主視覺形象 NON 張溥輝 薛惠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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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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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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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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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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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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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金點新秀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搖逸 YAO-YI 盧以倫、陳映慈、張嘉芳 駱毓芬

14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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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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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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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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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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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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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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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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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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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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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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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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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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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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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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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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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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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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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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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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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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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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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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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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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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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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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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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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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金點新秀設計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Rebottle Rebottle 丁珮芝、蘇柏嘉、李珮禎 張文山、陳思聰

41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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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金點新秀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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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陳俊良)
視覺傳達設計類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夢境圖書館 Dream Recorder

陳柏文、廖珮妤、史博比、林

芳瑜
鄭興宗

44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陳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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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陳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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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陳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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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陳俊良)
產品設計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誘惑 Temptation 張智雲、林宗翰、呂岳軒 藍浩繁、黃俊傑

48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蕭青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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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蕭青陽)
工藝設計類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金獅獸 Golden Beast Masks 張惠竹 陳國珍、陳逸

50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蕭青陽)
工藝設計類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家庭工藝-金紙復造 Home Craft 梁祐瑞 王俊隆

51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蕭青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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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金點新秀大師指定獎

(蕭青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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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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