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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國葉家成、楊峻翔、楊佳運、傅瑋、李依蓓、楊芊穎、楊祖宏等同學－榮

獲「2015 時報金犢獎」優選獎 

 張榮宇、卓思嘉、楊岳典、徐懿萱－獲「2015 時報金犢獎」銀犢獎 

 華國、楊峻翔、楊佳運、葉家成、傅瑋、張榮宇－獲「時報金犢獎」入圍 

 梁映賢、孫德安、林家億獲「2015 時報金犢獎-大陸港澳」入圍與優選獎 

 許鈞翔同學－榮獲「2015 三義木雕文創商品設計競賽」銅獎 

 許鈞翔、簡珮雯、古乃嘉、楊晉宇、李宜庭、郭岱潔、朱琦、林易柔、喬庸、

廖紫耘、陳寬、楊岳典、張榮宇、邱淑婷、張淳堯、錢又瑜、李畇寬、張敦

閔、張庭瑄、王詠斳、溫翠芬、鄧瑋伊、陳羿甄－榮獲「2015 三義木雕文創

商品設計競賽」入圍 

 李澄暉同學－榮獲「Taichung Mini Maker Faire 2015-參展 Makers 創意競賽」

社會組手創科技獎 

 李澄暉同學－榮獲「Taichung Mini Maker Faire 2015-參展 Makers 創意競賽」

社會組第三名 

 張嘉中同學－榮獲「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入圍 

 葉耘辰、杜韋儒、王俐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

廣告類大專組／一點資訊形象廣告優勝獎(台灣區) 

 石芯昀、黃子莉、周禹涵、王詠斳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一點資訊形象廣告優等獎 

 葉耘辰、杜韋儒、王俐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

廣告類大專組／一點資訊形象廣告入圍獎 

 石芯昀、黃子莉、周禹涵、王詠斳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一點資訊形象廣告入圍獎 

 蕭子強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永

和豆漿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鄧瑋伊、周亭諭、吳聿涵、張淳堯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永和豆漿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 

 黎凡暉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永

和豆漿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王婕瑀、簡珮雯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

專組／百度錢包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姜孟辰、林易柔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

專組／旺旺集團—「愛臺灣、旺兩岸、興中華」廣告設計入圍獎 

 黃嘉慧、郭岱潔、林憲良、黃俊樺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優等獎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入圍獎 

 白峻宇、李畇寬、許鈞翔、陳寬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設計類／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姜孟辰、林易柔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

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錢又瑜、李姿汶、林于靖、曾郁鈞、葉庭瑜、邱淑婷、朱耘嫻、黃家欣同學

－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

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入圍獎 

 蕭子強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

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入圍獎 

 蕭子強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親

親猴喉糖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郭岱潔、林憲良、黃俊樺、黃嘉慧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蓬萊市旅遊形象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影片類(綜合品牌)入圍獎(台灣區) 

 葉庭瑜、邱淑婷、朱耘嫻、黃家欣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環境媒體運用類(綜合品牌)入圍獎(台灣區) 

 俞儆廷、許格華、羅晨瑋、陳羿甄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指定品牌專案／不限類別 旺仔俱樂部旺仔形象表情包設計入圍獎(同

時有 2 件作品分別獲得 2 座入圍獎) (台灣區) 

 闕艾薇、高于珺、李怡萱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

品牌專案／不限類別 北京臺灣會館文創商品設計入圍獎 

 夏千雅、羅婉瑜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品牌專案

／不限類別 北京臺灣會館文創商品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鄭傑文、吳俐萱、喬庸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品

牌專案／晶碩隱形眼鏡形象平面廣告設計入圍獎 

 蕭子強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品牌專案／晶碩隱

形眼鏡形象平面廣告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黃家欣、朱耘嫻、邱淑婷、葉庭瑜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技術類-文案對白優等獎(台灣區) 

 張挺祥、宋上禾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技術類-文案對

白入圍獎(台灣區) 

 錢又瑜、李姿汶、林于靖、曾郁鈞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技術類-文案對白入圍獎(台灣區) 

 白峻宇、李畇寬、許鈞翔、陳寬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

／技術類-文案對白入圍獎(台灣區) 

 葉耘辰、杜韋儒、王俐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技術

類-美術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技術類-美術設計入圍獎(台灣區) 

 葉耘辰、杜韋儒、王俐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

廣告類大專組／一點資訊形象廣告優選(兩岸三地) 

 黃家欣、朱耘嫻、邱淑婷、葉庭瑜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

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金犢獎(兩岸三地)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

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設計銀犢獎(兩岸三地) 

 黃嘉慧、郭岱潔、林憲良、黃俊樺、白峻宇、李畇寬、許鈞翔、陳寬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公益

廣告設計優選(兩岸三地) 

 黃嘉慧、郭岱潔、林憲良、黃俊樺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蓬萊市旅遊形象廣告設計優選 

 蕭子強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品牌專案／晶碩隱

形眼鏡形象平面廣告設計銀犢獎(兩岸三地) 

 鄭傑文、吳俐萱、喬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指定品牌專

案／晶碩隱形眼鏡形象平面廣告設計佳作、優選(兩岸三地) 

 溫翠芬、王仁華、張敦閔、戚閔媛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得獎名單

－技術類美術設計項優選(兩岸三地) 

 黃家欣、朱耘嫻、邱淑婷、葉庭瑜同學－榮獲第 25 屆時報金犢獎得獎名單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銀犢獎(兩岸三地) 

 蔡承宜同學-榮獲第十三屆育秀盃工業設計類銀獎 

 吳宜泠、葉庭瑜、張庭瑄、李相蕾-亞洲大學全國創意偶像公仔競賽優選 

 楊傑昇榮獲第五屆全國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產品/服務創意設計競賽 

 楊峻翔同學-榮獲 2016 奇想設計大賽創新科技組優選 

 林冠宇同學-榮獲 ACA 應用創意設計大賽第四名 

 楊傑昇同學-獲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reddot design award winner』獎項 

 盧冠廷、屠惠絲、鍾沛雯、戴安輿、王煜婷、陳冠伶、鄭仲瀚、張玉蕾、蔡

宛容、陳奕廷、黃渝蓉、畢恬爾、陳羚瑋、李志鴻、郝御翔、黃聖翔、楊佳

運、鐘亞淳、葉耘辰、杜韋儒、王詠斳、許鈞翔、石芯昀、林憲良、古乃嘉、

李畇寬、黃嘉慧、車欣芸、林于靖、郭岱潔、曾郁鈞、蔡鎮宇、林晏成、賴

玟諭、張硯池、林冠儀、李姿儀、王律涵、王俐力通過 ACA Adobe®  Illustrator®

國際證照測驗 

 林家億、吳羿嬅、黃榆棓、梁映賢、徐懿萱、王韋琇、孫德安、楊峻翔、許

雅柔、林柏源、楊皓鈞、蔡承宜、呂明聰、傅瑋、程心一、葉旻、林相里、

葉庭瑜、闕艾薇、鄧瑋伊、林姵妏、白峻宇、邱淑婷、林芮安、李怡萱、黃

子莉、高于珺、李宜庭、張庭瑄、吳聿涵、陳寬、王俐力、瞿君霓、張淳堯、

李相蕾、黃俊樺、周禹涵、張嘉中、林冠宇、陳盈廷獲得 ACA Adobe Photoshop 

CS6 國際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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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llustrations of Zhuangzi .（指導老師葉茉俐） 

 卓科延參加 2016 亞洲超越聯盟 ANBD 國際四國展覽（指導老師葉茉俐） 

 研究生王憶茹同學參加第十八屆工業工程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發表地點：韓

國（指導老師張志昇） 

 學生作品「溫度計」參加第二屆礁溪映象-2016 微電影徵選活動榮獲佳作（第

四名），獎金 10000 元。獲獎學生：張嘉中、吳冠穎、陳威霖、薛書瀚、陳

盈廷、李芸璟，共 6 名。 

 研究生藍怡華 2016 台灣感性研討會-感性與創意實踐 

題目:感性設計之互動媒體教學對國小英語單字教學成效分析 

 葉耘辰、杜韋儒同學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舉辦「2016 年無菸設計大賞」

榮獲平面組佳作 

 許格華 俞儆廷 同學參加行政院農糧署主辦之鮮享在地微電影競賽 佳作

獎，並得獎金五萬元 

 研究生曾靜怡論文榮獲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2016 年慧炬大學院校佛

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榮獲研究所組佳作，獎金 10000 元。 

 周禹涵、郭芷芸 獲得由光三越主辦之 2017 青年設計大賽決選 

 張茵如參加由台糖主辦之”台糖開麥拉 活力無限大”比賽獲得銀獎，並得

到得到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座一座、獎狀、台糖產品。 

 王婕瑀參加由台糖主辦之”台糖開麥拉 活力無限大”比賽獲佳作獎，並得

到得到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獎座一座、獎狀、台糖產品。 

 林于靖參加由台糖主辦之”台糖開麥拉 活力無限大”比賽獲入選獎，並台

糖禮券 1000 元、獎狀、台糖產品 。 

 楊峻翔、楊傑昇、陳靜獲得第 10 屆 UADA 晟銘盃應用設計大賽 入圍賞 

 溫翠芬獲得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美術系特優獎。 

 林芮安、王婕瑀獲得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美術系優

等獎。 

 張庭瑄、張敦閔、簡珮雯、李相蕾獲得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

計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張寧、杜韋儒獲得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甲等獎。 

 葉聖杰、李芸璟參加佛光大學 105 學年度舉辦之”夢想自造家 微型創業企

劃競賽”獲得第三名” 

 獲得 TSDA 燈賽美的大賞入圍共 25 組  

 吳妙蓮同學、林筱雯同學參加文化部傳統藝術中心舉辦 TSDA 薪願傳燈燈具

設計競賽  榮獲銀獎(全國第二名) 

 董其芮同學、鍾采芸同學參加文化部傳統藝術中心舉辦 TSDA 薪願傳燈燈具

設計競賽  榮獲銅獎(全國第三名) 

 李睿覺同學、連若晴同學、吳近真同學、林彥庭同學參加文化部傳統藝術中

心舉辦 TSDA 薪願傳燈燈具設計競賽  榮獲優選  

 吳佳耘同學、林君旆同學參加文化部傳統藝術中心舉辦 TSDA 薪願傳燈燈具

設計競賽  榮獲老爺特別賞 



 張榮宇及楊晉宇同學參加 2017 第六屆光陽設計挑戰盃，獲得金獎。 

 楊峻翔、林相里同學參加 2017 奇想設計大賽，獲得創新科技組奇想獎。 

 林冠宇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酒醄」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

佳設計獎」(產品設計類) 

 楊晉宇、林柏源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環保淨水車」入圍「金

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產品設計類) 

 楊傑昇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智慧魚塭活氧裝置」入圍「金

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黃子豪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改良式滅火槍」入圍「金點新

秀年度最佳設計獎」、「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華國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Transycle 行動載具」入圍「金點

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王捷、吳羿嬅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盛鮮啟候」入圍「金點

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梁映賢、王韋琇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隨意拼接燈具」入圍

「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楊峻翔、林相里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心肺復甦術輔助工具」

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楊皓鈞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生命三角」入圍「金點新秀贊

助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楊傑昇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油漆刷」入圍「金點新秀贊助

特別獎」(產品設計類) 

 畢詠甯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舞」入圍「金點新秀年度最佳

設計獎」(工藝設計類) 

 葉家成、陳盈廷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論茶品語」入圍「金

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工藝設計類) 

 賴瑜珮、陳逸頻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囍上天花」入圍「金

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工藝設計類) 

 林冠宇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酒醄」入圍「金點新秀贊助特

別獎」(工藝設計類) 

 蔡承宜、葉旻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青花凝水月」入圍「金

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工藝設計類) 

 周怡如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視非是」入圍「金點新秀贊助

特別獎」(時尚設計類) 

 楊晉宇、林柏源參加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以作品「環保淨水車」獲得「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產品設計類) 

 華國參加韓國 K-DESIGN AWARD & Prize，以作品「Transycle 行動載具」獲

得 K-Design Award & Prize 2017 winner 

 華國參加第二屆上海方宇設計新銳設計挑戰賽，以作品「Transycle 行動載具」

獲得卓越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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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子強同學參加第八屆健豪盃月曆設計競賽、榮獲優選獎、獎金 2 萬元 

 趙文波、李睿覺同學參加第八屆健豪盃月曆設計競賽、榮獲佳作獎、獎金 1

萬元 

 簡志堯同學參加 2017 感性與創意實踐研討會以「電動機防護網安全設計研

究」:得最佳論文 

 王俊弘同學參加 2017 感性與創意實踐研討會以「貓主題擬人插畫對兒童之

吸引力探討-以宜蘭縣清溝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得最佳論文 

 曾奕學同學參加 106創意就是力量交通安全影音動畫大賽獲得機車安全組第

二名 

 賴玟諭同學參加 106創意就是力量交通安全影音動畫大賽獲得汽車安全組創

作獎 

 林正昀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設計類特優獎(並列全國

第一名) 

 曾維香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設計類甲等獎(並列全國

第三名) 

 趙文波、姚孟荷、鍾采妤、吳妙蓮、王傳琦、曾惠筠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

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設計類佳作獎 

 姚孟荷、林懸鏡、鍾婉臻、董其芮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漫

畫類佳作獎 

 董其芮、吳近真、邱海晴、張雅儀同學參加 2018 吉慶生肖全球設計大賽短

視頻優秀獎 

 許鈞翔同學、張淳堯同學，參加第三屆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概念第二階

段入圍，兩位同學於 12/17-12/24 至上海參加設計工作營。 

 林珮綺同學、吳佳耘同學參加 11th 晟銘杯應用設計大賽入圍（輪椅床） 

 曾惠筠同學、吳敏同學參加 11th 晟銘杯應用設計大賽獲大賞獎（胰島素筆型

注射器） 

 大四江宇翎同學與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同學合作，以 watchmen 企業雲端

疲勞監控系統作品獲 2017 搶鮮大賽獎項 

 佛光大學自主學習社群 第二名 就是愛哈佛-佛大新鮮人生活攻略 

組員:董其芮、林正昀、林思宜、林君旆、王瀅婷、呂宗信 

 佛光大學自主學習社群 第三名 讓愛畫下來-育幼院藝術志工計畫 

組員:吳妙蓮、林筱紋、張雯茵、林芷瑜、房玉鈴 

 佛光大學自主學習社群 佳作 說話之道，辯出真章 

組員:劉貞妘 

 佛光大學自主學習社群 佳作 垃圾變黃金-資源回收再利用 

組員:許綉青、高婉萱、張雅儀、張瑋、高梓婷 

 佛光大學讀書聚會 第一名 逛菜市場！找回傳統市場的美好 

組員:李姿儀、林懸鏡、曾維香、李曉柔、陳宛柔 

 佛光大學讀書聚會 第二名 梁祝-壯三新涼樂團歌仔戲繪本設計 

組員: 曾奕學、林冠儀、羅光志老師 



 佛光大學讀書聚會 第三名 礁溪勁好吃-礁溪美食地圖 

組員: 陳昱捷、鍾婉臻、連若晴、楊卉媗 

 佛光大學讀書聚會 佳作 虹觀-多元性別創意商品 

組員:鍾可欣、王譽瑾、李睿覺、曾奕學、蔡子恆、陳宇文 

 佛光大學讀書聚會 佳作 我們的好朋友＿佛光大學保育類動物宣導計畫 

組員: 林冠儀、孫采彤、鄧語葶、賴玟諭、陳俊道 

 鐘亞淳- 畢業作品《象善》獲得佛光山獎學金鼓勵、並協助出版 

 張雯茵-技嘉 2018 奇想設計大賽-美化人生組佳作 

 呂宗信、潘伯寬得獎。KYMCO【青年設計師校際工作營】智慧生活與休閒

型態趨勢速克達設計競賽佳作。 

 蔡逸仙得獎。KYMCO【青年設計師校際工作營】智慧生活與休閒型態趨勢

速克達設計競賽銅獎。 

 張榮宇得獎。KYMCO【青年設計師校際工作營】智慧生活與休閒型態趨勢

速克達設計競賽銀獎。 

 楊晉宇得獎。KYMCO【青年設計師校際工作營】智慧生活與休閒型態趨勢

速克達設計競賽金獎。 

 張軒銘、蔡逸仙、潘伯寬、陳怡君得獎。2018 第七屆 光陽機車設計挑戰盃

【noodoe 儀表設計菁英賽】璞玉獎。 

 林思宜-機車主動式發報器創意設計競賽獲特優獎 

 許鈞翔、張榮宇、張淳堯、陳俊道、蔡逸仙-機車主動式發報器創意設計競賽

獲優選獎 

 呂宗信-機車主動式發報器創意設計競賽獲佳作 

 李睿覺、鍾可欣 參加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ansei Engineering & 

Emotion Research 2018 發表論文 Selection of the Most Suitable Character of 

the Buddha's Life for Buddhi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吳敏、曾惠筠-入圍 2018 德國紅點設計概念獎 

 張庭瑄-入圍入圍 2018「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工藝類 

 李相蕾-入圍 2018「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視傳類 

 李姿汶、曾郁鈞-入圍 2018「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蔡鎮宇、林君旆、陳宇文、蔡子恆、林聖淵-AiR 陪伴型智慧機器人應用競賽，

獲得佳作 

 張婕瑀、溫翠芬、張茵如-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類榮獲入

圍 

 張婕瑀-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廠商贊助獎視覺傳達設計類榮獲入圍 

 鐘亞淳-畢業作品《象善》獲得佛光山獎學金 10 萬鼓勵正式出版 

 李畇寬、羅晨瑋、曾惠筠、吳敏同學- 國際紅點設計競賽入圍 

 李畇寬、羅晨瑋、林芮安、吳聿涵、鄧瑋伊同學- 新一代金點設計競賽入圍 

 宋上禾、劉丞家同學入圍紅點設計競賽概念設計獎兩項目 

 許鈞翔、張淳堯、邱淑婷、李怡萱同學入圍紅點設計競賽概念設計獎一項目 

 江宇翎、戚閔媛同學入圍金點設計競賽概念設計獎二項目，(工藝類、產品類)。 



 杜韋儒、葉耘辰-2018「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入圍，產品設計類，【再生】 

 葉庭瑜-2018「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入圍，產品設計類，【家聚】  

 蕭子強-2018「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入圍，視覺傳達設計類，【藥物標

本】 

 鄭芷甯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Color of Printed Matter under LED 

Illumination 發表於第二十三屆灰色系統理論與應用研討會論文議程 

 李畇寬、羅晨瑋同學- 國際紅點設競賽獲獎 

獎項別 策略單主題 作品名稱 創意小組 指導老師 

銀犢獎 Feelfree品牌形象廣告 覓密 
李怡萱／饒芸菲／

蔡逸仙 

羅光志／

高宜淓  

佳作獎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佳作獎 
晶碩隱形眼鏡品牌形象

廣告 
與眾不同 劉貞妘 / 何映潔 

高宜淓／

羅光志 

優選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書山書海，盡在

掌閱  
黃瑞琦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影片類（綜合品牌）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

平面廣告-大學組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走過必留下痕

跡 

黃亭毓／姜宣羽 / 

張令儀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特此公告 
黃亭毓／姜宣羽 / 

張令儀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文藝少女，不該

狼狽 
蔣汝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思念 潘伯寬／李羽函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尋到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I DO婚戒品牌形象廣告 公主 蔣汝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選獎 旺旺集團公益廣告項 思念 潘伯寬／李羽函 
羅光志／

高宜淓 

優勝獎 
山村幼兒早期教育公益

廣告 
缺失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Feelfree品牌形象廣告 覓密 
李怡萱／饒芸菲／

蔡逸仙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書山書海，盡在游少瑜／黃瑞琦 羅光志／



掌閱  高宜淓 

優等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冰山一隅 游少瑜／鄭宇均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旺旺集團微視頻項 無聲課堂 
蔣汝育／游少瑜／

鄭宇均／黃瑞琦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影片類（綜合品牌）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旺旺集團微視頻項 薯片舞蹈大賽 
李孟謙／柯懿庭／

鄭廉蓁 

高宜淓／

羅光志 

優等獎 旺旺集團公益廣告項 思念 潘伯寬／李羽函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

平面廣告-大學組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拉卡拉品牌形象廣告 別苦了自己 
黃千妮／楊亞臻／

何欣俞 

高宜淓／

羅光志 

優等獎 拉卡拉品牌形象廣告 如影隨形 
黃千妮／楊亞臻／

何欣俞 

高宜淓／

羅光志 

優等獎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技術類／美術設計項 給予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環境媒體應用類（綜合品

牌類） 
裝模作樣 

李怡萱／饒芸菲／

蔡逸仙 

羅光志／

高宜淓 

優等獎 
北京台灣館形象廣告設

計項 
台灣「味」 陸韋慈／曾新惠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MOMO品牌形象廣告 真實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MOMO品牌形象廣告 陌陌連接你我 張祺萱／李世安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MOMO品牌形象廣告 車子 張祺萱／李世安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I DO婚戒品牌形象廣告 繞指柔 
黃千妮／楊亞臻／

何欣俞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I DO婚戒品牌形象廣告 雙＊雙 李文晴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自然堂“一瓶冰肌水的

故事”形象廣告設計項 
肌若冰雪 潘金玉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自然堂“一瓶冰肌水的

故事”形象廣告設計項 
沙漠綠洲 陸韋慈／曾新惠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自然堂“一瓶冰肌水的

故事”形象廣告設計項 
淨化 

李孟謙／柯懿庭／

鄭廉蓁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自然堂“一瓶冰肌水的

故事”形象廣告設計項 

誰？逮捕了青

春 
李文晴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自然堂“一瓶冰肌水的

故事”形象廣告設計項 

讓你置身喜馬

拉雅山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電量 黃亭毓／姜宣羽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行動圖書館 黃亭毓／姜宣羽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萬書掌握 游少瑜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掌閱 APP品牌形象廣告 閱讀無處不在 
蔣汝育／游少瑜／

鄭宇均／黃瑞琦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 
拉開一天的序

幕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 
一早就讓你

「豆」志滿滿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 
永和你同在的

活力晨光 
卓芳羽／陳映彤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影片類（綜合品牌類） 誰說老不好？ 
董其芮／鍾采妤／

高舒粵／趙文波 

羅光志／

羅逸玲／

張維昌 

入圍獎 影片類（綜合品牌類） 聯繫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旺旺集團公益廣告項 望不了 
黃千妮／楊亞臻 

／ 何欣俞 

高宜淓／

羅光志 

入圍獎 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 Switch On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樹德科技大學公益廣告 

藏在字裡行間

的傷痛，您看見 

了嗎?  

郭文曦／徐翊珊／

賴榆瀅／林文玲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牛頭牌沙茶醬系列商品

廣告設計項 
晚餐 

王弘威／馬士超／

馬驛韓／劉丞家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牛頭牌沙茶醬系列商品

廣告設計項 
牛頭牌罐頭 潘伯寬／李羽函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牛頭牌沙茶醬系列商品

廣告設計項 
經典 60 潘伯寬／李羽函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晶碩隱形眼鏡品牌形象 顛覆你所見 李家旻／曾雅沛 羅光志／



廣告 高宜淓 

入圍獎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誰說老不好？ 
董其芮／鍾采妤／

高舒粵／趙文波 

羅光志／

羅逸玲／

張維昌 

入圍獎 動畫類（綜合品牌） 聯繫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入圍獎 影片類（綜合品牌） 聯繫 
沈秀軒／鍾明儀／

陳怡君 

羅光志／

高宜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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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潔兒同學-韓國東國大學交換生 

 張徨裕同學-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系交換生 

105 

 102 級學士班高薇婷/姜淑蓁與齊力網路服務有限公司合作「雲遊佛光」榮獲

2016OPEN 校園創新應用設計競賽多媒體互動類佳作及獎金 18000 元 

 103 級學士班杜怡慧獲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阮的歌仔-落地掃在地深根

計畫」30.84 萬 

 103 級學士班蔡旻芝、葉書卉與宜蘭市公所、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2017 春聯創作 

 102 級學士班林晏廷榮獲 106 年大專院校優秀青年縣市代表 

 102 級學士班王一昀考取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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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級學士班賴冠傑同學獲全運會輕艇 C-1 200m 冠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傳統弓術賽-傳統弓長指組榮獲冠

軍(陳藝云)及亞軍(葉容亘) 

 105 級學士班李孟澤同學獲 2018 KYMCO 光陽機車設計挑戰盃佳作 

 106 級學士班林青蓉同學獲臺灣企劃塾 CCAPP 110 期活動企劃師培訓最佳創

意獎/作品優異獎/學習分享獎 

 張佑晟、曹可葭、陳藝云、喬皓、葉書卉、呂家辰同學考取華語導遊領隊考

試 

 馬啟臻同學「小太鼓組」獲「第一屆舊議會咖啡節沖煮競賽」第五名 

 賴冠傑同學於 107 年 5 月 31 至 6 月 4 日代表宜蘭縣冬山鄉參加 2018 廈門國

際龍舟邀請賽 

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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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長江、楊奕軒、溫語嫣、藍子宜、陳映心、章德蓉等同學作品「圍堵」獲

得「第一屆圍棋微電影」競賽第三名 

 陳瑜慶、沈永勝、陳家德、吳孟霖、吳冠瑩等同學作品「回憶是你存在的證

明」獲得「第一屆圍棋微電影」競賽優選 



 陳瑜慶、沈永勝同學作品獲得「佛光品德競賽微電影」第一名 

 陳瑜慶、沈永勝同學作品「我們的水」獲得「「宜蘭勁水」台灣自來水公司

形象宣傳微電影第二名 

 林佩萱、鄒佳怡、李昆霖、許鈞筌、陳冠伶、謝介瑋、何嘉融、劉孟達、何

昀潔、張勻瑄、游斯婷，通過 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GAIQ）

認證 

 廖宜婕、林若慈、許秉柔、黃姿婷、賴思妘、奚沐炘、柳曉彣等同學獲得台

糖保健產品「健康每一天」廣告影片競賽佳作獎 

 廖宜婕、林若慈、許秉柔、黃姿婷、賴思妘、奚沐炘、柳曉彣等同學獲得台

糖保健產品「健康每一天」廣告影片競賽人氣獎 

 傳播系大三同學黃今伶、邱靖淳、林君旻、洪思娜參加環保署主辦"水土追

追追"微電影比賽，獲得大專組入圍獎!! 

 陳俐彣、郭宸君、葉文婷、施依霆、林濤作品《女孩的下午茶時光》，勇奪

新北市政府主辦的全國學生影像新星獎人氣獎第一名 

 陳柔均、林佩儒、黃韻庭、王艾琪作品「溫馨」榮獲新北市政府主辦的全國

學生影像新星獎，人氣獎第二名。 

 研究生楊宜臻獲選 2015 台胞青年夏令營徵文比賽三等獎殊榮 

 由魏姊包心粉圓所舉辦微電影比賽「甜蜜那時光」微電影比賽，周妤靜、吳

瑞琪、陳映璇、劉力文作品「因魏有妳」勇奪第一名  

 由魏姊包心粉圓所舉辦微電影比賽「甜蜜那時光」微電影比賽，宋聖揚、劉

宜萱、呂彥柔、江逸宭作品 「微熱幸福」獲得第三名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柳曉彣、廖宜婕、

賴思妘、奚沐炘、林君旻作品「從新開始」獲得優選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李道中、張嘉玲、

李怡萱、蔡昀修作品「新北大富翁」獲得優選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林子傑、呂宥寧作

品「新北食在有機」獲得優選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于長江、游子潔、

賀頤屏、游婷雅、邱子芹作品「剪貼簿」獲得優選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何昀潔、張勻瑄、

劉孟達、游斯婷作品「尋。新北」獲得優選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楊奕軒、章德蓉、溫語嫣、藍

子宜、陳映心作品「再一次心北」獲人氣獎第一名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傳播系學生林子傑、呂宥寧作

品「新北食在有機」獲人氣獎第二名 

 新北市文化局所舉辦的新北映象微電影比賽，李道中、張嘉玲、李怡萱、蔡

昀修、洪翊翔作品「新北大富翁」獲人氣獎第三名 

 第 24 屆「時報金犢獎」游婷雅、邱子芹、賀頤屏、游子潔、溫語嫣、楊亦

軒、藍子宜、陳映心、章德蓉、段曉瑄作品「兩性平權(你/妳可以做自己)」

獲得入圍 / 何昀潔、游斯婷、張勻瑄、廖筱雲、劉孟達、陳韋姍作品「水‧



魚」獲得入圍 

 陳柔軍、林佩儒、李心宜、楊婷文、蔡詩萱、林品萱作品「聲聲為你」，獲

2016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最佳人氣獎。 

 顏雅玲、吳俊德、簡巧涵、張沂璇、吳亞蓁作品「LOKAH 太陽的青年」，獲

2016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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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曉彣、許秉柔、廖宜婕、林若慈、奚沐炘、黃姿婷，入圍由康寧大學「數

位影視動畫科」舉辦的「第一屆康寧康寧奧斯卡全國數位影音競賽」 

 廖宜婕、許秉柔、柳曉彣、林若慈、黃姿婷、奚沐炘、陳倩、陳沛茌、洪育

汶、蒼弘欣、翁子芸、吳艾玲、沈瑞哲、蕭盛澤、陳柏全、胡博昱、彭政鑫、

李思岑、段曉萱入圍新北市政府所主辦的 2017 新北廣告人影像創作競賽。 

 簡子融獲得物聯網「玩物尚志計畫」應用大賽第一名、陳貞樺獲得第二名、

許諄敏獲得第三名 

 劉哲岳、陳迦慈、王一行、蔡昀修、奚沐炘、鄧瑞嘉、林若慈、柳曉彣、許

秉柔、楊珮華、許諄敏、周妤靜、吳瑞琪、陳映璇、褚志恆、黃姿婷、陳冠

廷、洪思娜、林君旻、金至琳、劉力文、洪育汶、李昀、陳沛茌、胡芸禎、

張嘉玲、李道中、林詠歆、陳亭雅、汪威志、王俐淳、李怡萱、黃今伶、林

之晴、林偉茹、邱靖淳、廖宜婕通過 Google Analytics（分析）認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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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筱君、陳倩、陳沛茌、洪育汶同學以作品「當我想起米弩蓋」獲教育部

MATA 獎-106 年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數位影音競賽」非紀錄片類

佳作 

 丁巧蘋、陳彥如、李沛璇、林羿囷同學參加「2017 年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

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手談趣活動企劃組榮獲總決賽亞軍 

 戴晴、林芳怡參加 107 年中央廣播電台舉辦的『萌師召集令 說學印泰越』

創意影片徵選活動，以印尼語「IN 在臺灣」及泰語「沙哇迪咖泰好學」兩

部創意影片參賽，兩件作品均入圍並獲選佳作 

 蕭盛澤、蒼弘欣同學以「環保救地球、減塑你和我」公益廣播廣告入圍第四

十三屆藝美獎最佳廣告、最佳導播、最佳編劇、最佳男演播和最佳女演播。 

 李恆萱同學榮獲南華傳播金傳獎，廣播類-藝術文化類佳作：「一起來作客」 

 姚毅同學榮獲南華傳播金傳獎，廣播類-音樂節目類優勝：「毅起聽音樂」 

 蕭盛澤、蒼弘欣同學榮獲南華傳播金傳獎，廣播公益廣告獎佳作：「請帶我

回家」 

 蕭盛澤、蒼弘欣同學榮獲南華傳播金傳獎，廣播公益廣告獎優勝：「環保救

地球、減塑你和我」 

 簡巧涵、黃家嬅、鄒佩庭同學榮獲南華傳播金傳獎，廣播公益廣告獎佳作：

「給牠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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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誌凱榮獲「教育業務志願服務」青學獎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啟動視覺飆創意 TWNIC 形象廣



宣設計-T-shirt 設計競賽」林琦翌、陳乃維榮獲佳作/吳翊菱榮獲第三名/鄒易

霖榮獲入圍 

 陳宏裕、李可馨榮獲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第 14 屆新

人王網站設計大賽『台灣限定(Taiwan only)』」入圍 

 陳宏裕榮獲宜蘭縣環保局舉辦「宜蘭綠卡」LOGO 創意設計競賽金獎 

李奇霖同學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擴增實境行動旅遊導覽平台:以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為例」補助 

 陳乃維同學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輔助蘭陽博物館室內文物之擴增實境行

動學習平台建置」補助 

 黃劭韻及黃子易全國網頁設計與行動 App 創作比賽佳作(頭城之美) 

 吳明芳、林姿伶、王紫旖、洪愛媚、李佳儒、周廉錚、獲第六屆全國暨海外

教育盃生活創意產業類電子書專題競賽第一名 

 蔣蕙娟、吳品誼、李京凌、張証宸、楊明儒、游旻潔、羅品坪同學獲第六屆

全國暨海外教育盃大專組第六名 

 同樂資訊志工團隊獲 104 年教育部資訊志工團隊數位關懷大賽優勝 

 郭文齡參與「第六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活動獲佳作 

 朱建宇、陳冠宇、吳瑞安、葉駿綸等 4 位同學通過經濟部初級「行動遊戲程

式設計師」能力鑑定考試 

 朱建宇、陳冠宇、葉駿綸、石意如、李玟萱、黃喧晴、侯冠辰、董明儒、劉

耀庭、鄒易霖、呂安峻、簡詩云、陳沛瑜、戚瀚、吳家宇、諸思媛、王韋棋、

李紹齊、蔡尚學、張元耀、林家正、劉映呈、林容宏、林郁哲、吳品誼、吳

翊菱、林承緯、李弘元等 28 位同學通過經濟部初級「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

能力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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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暄晴、戚瀚、方語、方雯鈺、劉宇綸、李可馨、劉耀庭、侯冠辰等 8 位同

學通過經濟部初級「遊戲程式設計師-行動遊戲」能力鑑定考試 

 方雯鈺、蔡宗旻、范昱惟、張竣韋、石從廷、李可馨、蔡俊培、吳貞頤、陳

宏昆、蔡佾橙等 10 位同學通過經濟部初級「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能力鑑

定考試 

 江任、吳浚毅、宋鴻伸、李沃軒、林志安、林育賢、林郁哲、林家正、翁才

軒、張台親、張祐瑄、戚瀚、陳宏昆、陳姿佑、陳威達、陳億申、黃子恆、

黃暄晴、楊珮偲、蔡尚學、蔡昀容、盧致榕、鮑威丞、顏緯傑等 24 位同學

通過 Designing 3D Animation Games Using Unity 國際認證(SSE) 

 宋思賢同學以「The Design of an Emotion Triggered Intelligent Music Player」

獲得本校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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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禹丞、黃子易、陳威洋、吳柏賢、曹書齊、李宇涵、馮品睿、黃若宸、陳

皇溢、游家菁、陳萱、陳思瑄、林佑安、林怡秀、游旻潔、張啟原等同學獲

教育部 106 年資訊志工團隊銅獎 

 陳宏裕同學參加第十三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論文發表(擴增實境旅遊

導覽系統之應用:以宜蘭舊城百工技藝為例) 

 學生風柏賢、陳律銘、郭立偉以作品《擴增實境手繪童書-娃恩與達印》參加



TAECT2017 媒體競賽學生組獲得佳作 

 學生林琦翌、林建宏一同以《教學用大富翁模板》參加 TAECT2017 媒體競

賽一般組獲得佳作 

 李紹齊、戚瀚、黃暄晴、黃慧萍、劉宇綸、簡詩云、盧致榕、徐子倫、于佳

仟、張祐瑄、朱吳欽、陳琬昀等 12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 跨域數位

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獲得通過資策會有薪實習 

 郭文齡同學以「個人化的智慧型音樂推薦機制」獲得本校大學部學生參與專

題研究計畫補助 

 宋思賢同學以「由情緒調控的智慧型音樂播放器之設計與實作」獲得科技部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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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易霖、謝舜丞、鄭靝灝、鄭惟澤、蔡俊培、蔡秉融、蔡佾橙、楊珮偲、黃

順祈、程昭盛、游竣傑、游旻潔、彭敬家、傅立衡、陳億伸、陳聿新、張竣

韋、孫浩維、林容安、李紹齊、李立誠、吳燕雯等 22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獲得通過資訊工業策進會有薪

實習 

 余柔諠、高筠棠、曾天祈、劉政佑、劉耀庭、賴冠丞等 6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獲得通過工業技術研究院有薪

實習 

 石從廷等 1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

獲得通過中華經濟研究院有薪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