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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 禮品公會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心中有樹 Tree in mind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劉亭妤、高鈺婷 何玲錦、蘇雅汾

2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公會獎金獎 工藝設計類 誘惑 Temptatio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呂岳軒、張智雲、林宗翰 黃俊傑、藍浩繁

3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公會獎銀獎 工藝設計類 沿序-竹工藝大型休憩椅 Clamber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映安、吳昱欣 何明泉 、陳高明

4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家具公會獎銅獎 工藝設計類 鐵骨籐筋
Iron as bones , Rattan as

tendons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吳妤蓁 吳孝儒

5 科技部 數位典藏獎金獎 產品設計類 光儀 CONCENTRIC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張宇翔 李福源、李文淵

6 科技部 數位典藏獎銀獎 產品設計類 走著橋
Visit the Taiwan's

bridges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婷儀、蔡郁玫、 陳宜伶、

郭珮緹
陳政昌

7 科技部 數位典藏獎銅獎 產品設計類 旅遊經驗打包服務 PLAYRECC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廖哲毅、黃苡芳、王愉玄 柯迪介、朱旭建

8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產品設計類 蘭花椅 Orchid  Chair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系 廖珮茹、吳欣容、劉素君 林勝恩

9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工藝設計類 趨吉碎凶 Chiu-ji-suei-shiung 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林婷毅 黃桂瀅 、林美吟

10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包裝設計類 木存 Warning woods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思婷、林哲先、蘇瑩芳、

張淨媚、李盈竺、翁詩賢
陳鴻源

11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視覺傳達設計類 遊樂鹽
Salt culture trip in

tainan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雅薇、廖翊庭、張方昱 王冠棋、賴岳興

12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靈爸回來了 Who's your daddy?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麟奇、曾凱威、林家弘、

孫翊倫、蔡佳祐
陳鴻源

1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創意新人獎 空間設計類 夕映鹽田 saltpan under the sunset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翁瑋志、鄭羽真、李杰隆 江金榮

14 新北市政府 新北創意設計獎金獎 工藝設計類 日式插花藝術
Japan arranges flowers

art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胡宇惠 謝俊龍

15 新北市政府 新北創意設計獎銀獎 工藝設計類 壹點參參 Yi dian san san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周信宏 黃英修

16 新北市政府 新北創意設計獎銅獎 工藝設計類 微觀日記 The diary of microcosm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黃雯琪 陳玟吟

17 大東山國際珠寶有限公司 大東山珠寶希望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殺戮世界 KillingWorld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呂亞珊 、蔡旻叡 、邱顯熙

、許子珩 、蔡鎧陽 、葉繁晟
王士瑋 、欉培元

18 群募貝果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募貝果創意特別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類 轟龍龍 Endless Adventure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許睿容、謝欣樺、周佩瑤、

許景淳、廖敏均

楊東岳、 陳建宏、劉家

伶

19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Poodehii趣活創意獎 包裝設計類 忸擬作態股份無限公司 Keep Working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容蔚、曾郁雯 林金祥

20 宏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竹合理獎 包裝設計類 小米嚇到-創新米香包裝
Surprice-New package

about puffed-rice cake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珮亭、江品萱、陳雨昕、

鄭慎之、陳玟瑄、鍾宜紋
林文彥、林宏澤

21 昆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昆盈創新包裝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小米嚇到-創新米香包裝
Surprice-New package

about puffed-rice cake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珮亭、江品萱、陳雨昕、

鄭慎之、陳玟瑄、鍾宜紋
林文彥、林宏澤

22 逸昇設計包妝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逸昇包妝"瘋紙"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 半世百味
Halftime of my life as

the KAKOROT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徐曼真、楊雅涵、辛亞茹 陳江富

23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Poodehii趣活創意獎 工藝設計類 醮紙-大士爺醮紙神明
Jiao Paper - Da Shi Ye

Jiao Paper gods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鄭志良、周建忠、陳韋廷、

林見賱
蘇英正

24 乾唐軒美術工藝股份有限公司 乾唐軒活瓷獎 工藝設計類 珊瑚。飛絮 Coral。Float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邱雅笛 張博然、陳加峯

25 創典國際有限公司 創典新人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五五巷 Nostalgic Old Street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陳尚緯、顏郁峻、吳承祐、

張邑妃、黃士瑋
張錦郎

26 五行創藝設計有限公司 五行創藝設計新人獎 工藝設計類 增生系列 Proliferate series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屠源泓 劉立偉

27 彼得潘藝術有限公司 彼得潘工藝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大溪老街 Dasi Old Streets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詹宜真、李珊蓉、王皓偉、

朱彥瑞
陳國珍

28 大東山珊瑚寶石股份有限公司 大東山珠寶希望特別獎 工藝設計類 棲息 Habitat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陳立輝、林揚傑、游雅帆 陳國珍

29 赤軍企業行有限公司 赤軍寶飾珍藏感動獎 工藝設計類 輪洄 reincarnate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簡辰峰 陳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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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存珍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存珍文創精品獎 工藝設計類 魚是  悠游自在
fish Jewelry organic

curve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曾穎簃 黃士芳、姜秀傑

31 存珍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存珍文創精品獎 工藝設計類 Treasure 原生 Treasure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宋柏儒 郭乃仁、楊炘彪

32 大沃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創意家具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槕 zebrawood table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鄭棋駿、陳妍方 徐明偉

33 台灣福曼莎股份有限公司 福曼莎室內設計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EUTOPIA 尋‧覓境 EUTOPIA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侯彥萱、施岱呈 朱國棟

34 優美股份有限公司 優美創意辦公家具獎 空間設計類 FO R EST FO R EST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邱建倫 王伶芳

35 福桑聯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設計文化特別獎 空間設計類 海安脈絡 Hai-An Context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巫翌萱、吳宛樵、李培瑜 陳宛宜

36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Poodehii趣活創意獎 產品設計類 輕鬆找 easy fing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林羿穠、高嘉璘 連榮輝

37 乾唐軒美術工藝股份有限公司 乾唐軒活瓷獎 產品設計類 冉冉 rǎn rǎn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侯雅齡、鄭勝隆、尹立庭、

洪聆家
李佩玲

38 創典國際有限公司 創典新人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衣分之二
STRETCH Hanger

Design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李濰翧、許玟琳 閆嬰紅

39 五行創藝設計有限公司 五行創藝設計新人獎 產品設計類 搬運特助 Trans-Porter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張哲豪、邱柏穅、周仲軒 吳豐光

40 宏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竹合理獎 產品設計類 日食 eclipse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郭育誠、林政輝、陳科熹 蘇木川、詹碩源

41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收納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一片帶走 One Slice to Go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莊惟庭、杜亭燁、陳儀萱、

陳佳伶
莊慶昌

42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樹德收納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衣扇窗 Clothing x Windo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許銘珊、游季寧 林勝吉

43 里米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mitStyle 生活好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小可撕 Tearing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吳承軒 蕭坤安

44 里米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mitStyle 生活好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去油盤 To the oil pan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彭翊玲、賴品融、王藝縈、

林英鳳
陳重任

45 童心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童心園Weplay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沙蒂 SANDi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蔡宗佑 吳田瑜

46 童心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童心園Weplay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Companion Companion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杜欣恩 范振能

47 冠馳股份有限公司 冠馳水中用品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戳。落 BubbleCLICK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張立勤、李柔、劉昀靜
鄭孟淙、孫崇實、彭瑞

玟、王鴻祥、黃銘智

48 冠馳股份有限公司 冠馳水中用品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海上守衛兵 i-Nutricula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簡子傑 吳志南

49 台灣福曼莎股份有限公司 福曼莎家具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ELEVA 梯子 ELEVA Ladder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美生
王鴻祥 、孫崇實、鄭孟

淙 、黃銘智 、彭瑞玟

50 優美股份有限公司 優美創意辦公家具獎 產品設計類 翻花 Replicate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吳宜庭、徐慧馨 駱毓芬

51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egatron Collection Award 產品設計類 惜。傘 Treasure U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張畹苹、張祐瑜 曾榮梅

52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egatron Collection Award 產品設計類 快乾雨衣 Spring Cape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蕭學哲
王鴻祥、鄭孟淙、孫崇

實

53 昆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昆盈創新產品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光之影 Shadow of Light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何彥廷、周政諺 陳明秀、涂永祥

54 奇想創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想創造科技創新獎 產品設計類 接龍 connection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林文衣、林擇楷、嚴紀棠 馬永川、黃雅毓

55 奇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奇想生活特別奬 產品設計類 衛星扇 720 SATELLITE 720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陳嘉偉 王俊隆

56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HCG和成公司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自走式居家起身照護 Autostand Carechair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歐陽吉恩、陳科熹、陳律

翔、林政輝
高繼徽

57 長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貝心福祉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大好時几 Well-Poo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林育安、王偉聖、楊理棊 陸定邦

58 緯和有限公司 緯和偉大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一片帶走 One Slice to Go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莊惟庭、杜亭燁、陳儀萱、

陳佳伶
莊慶昌

59 潤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UMIO園藝工具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球形插頭插座 Ball Type Plug 360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賴俞涵、林鈞棟 朱弘義、閆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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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八陞有限公司 貝喜力克嬰品獎 產品設計類 象灑 Elephant Showerhead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巫欣芸

61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有藝氏創意設計特別設

計獎
產品設計類 One相扣 膠帶台 One Tape C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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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嘉駿

陳俊東、張祥唐、林龍

吟、宋毅仁、蔡宏政

62 王鼎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ATOP watch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救難犬背負裝備 Lead to Life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何宗儒、林佳臻 駱信昌

63 青城有限公司 青城熱力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滑安椅板 Shower helper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葉佩宣、王文慧、周于蘋 莊慶昌、駱信昌

64 統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資嬰兒用品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脊髓損傷青壯年手動輪

椅用輔助動力

Power Assist for

Wheelchairs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黃景嵩、鍾凱元 葉博雄、鄭光能

65 木匠兄妹木工房 木匠兄妹設計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Companion Companion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杜欣恩 范振能

66 御笙國際有限公司
御笙Samso環保創意特別

獎
產品設計類 菜騎仔 Bicycart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戴健榮、莊雯棋、程建瑋、

黃紫晽
洪郁修

67 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立獎 產品設計類 自行車DIY救援 Green Rescue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王郁雯、曾家興 莊慶昌

68 嘉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嘉友美聲獎 產品設計類 觸覺色彩溝通系統
Tactile Color

Communication System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美靜、林渝文、李建龍、

顏文君、林俊宇
魏碩廷

69 畢士大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畢士大關懷創新獎 產品設計類 化繁為簡-彈匣式採血器 MOER SI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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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誠徽

張翔唐、林龍吟、陳俊

東、駱信昌、宋毅仁、

70 聖霖創意國際有限公司 聖霖微笑幸福獎 產品設計類 多功能折疊交通錐
Multifunction Fold

Traffic Cone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吳姷諠、翁綺吟、林翾、吳

柏穎
陳中聖

71 盈亮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亮創新獎 產品設計類 垃圾袋切割裝置 Easycut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盧譓馨
鄭孟淙、黃銘智、王鴻

祥、彭瑞玟、孫崇實

72 IDM 設計教室
IDM 設計教室設計新秀

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葉電-靜電掃葉機 Leaf Static electricity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袁暢延、呂欣格 許維哲、彭剛毅

73 存珍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存珍文創精品獎 產品設計類 自耕農 Yeoman Farmer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林珍如、張一文、黃亭璇 黃俊銘

74 群募貝果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募貝果創意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兒童創意組合式積木滑

步車

Combination Puzzle

Pushbike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韓承安、許志豪、林宜潔、

吳宣竺
陳中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