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作品欣賞 

金獎  洪○秀  石物Stone Pet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銀獎  中○○美  我的怪奇寵物  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瑩  作品欣賞 

銅獎  李○頤  拾果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優選  黃○雯  刻綻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優選  陳○茗  吉祥月曆˙氤氳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優選  江○庭  蔬果234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優選  許○汝  花開月圓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優選  沈○萍  我的厭世美學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佳作  江○瑭  果吧臺  臺中高工  圖文傳播科  無  作品欣賞 

佳作  曾○洲  果然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佳作  陳 ○  台灣果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佳作  徐○儷  花時間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佳作  陳○妤  花˙非花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佳作  方○  Formosa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佳作  胡○懷  
蕭○延  

神農嚐百蕨  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林○如  作品欣賞 

佳作  洪○恩  台灣水果專賣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佳作  陳○薇  歹丸美食誌  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施○錡  作品欣賞 

佳作  匡○蓁  年輪花  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瑩  作品欣賞 

佳作  傅○薇  聆聽內心花開聲  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

與營運學系  
無  作品欣賞 

佳作  王○璇  果然好日子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佳作  謝○鳳  
鄭○凱  

絕代風花  木柵高工  設計學程  王○瑢  作品欣賞 

佳作  周○儀  福爾摩沙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佳作  謝○琪  開心果園  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  無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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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作品欣賞 

入選  楊○雯  水果享翻天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入選  宋○晴  夢想中的寵物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入選  陳○琳  小水果過大節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入選  曾○仁  草玩狂想曲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入選  葉○姍  水果寵物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入選  陳○鴻  小紙豬遊果園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入選  彭○祈  阿傘和小寵物的

日常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入選  鄭○妤  HELLO!FRUIT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入選  盧 ○  巴哥一串葡萄走

寶島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黃○誼  野地煙花  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何○憲  這隻小豬沒尾巴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入選  曾○婷  Happy 兔 see 
you  

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學

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張○慈  寵物料理王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入選  王○潔  多尼的魚缸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慧  作品欣賞 

入選  黃○蓉  ANIMAL FACE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入選  魏○渟  找找水果豬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張○妤  珍寵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入選  李○盈  與你果在一起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入選  楊○琳  因果論  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林○如  作品欣賞 

入選  林○儀  米克斯闖天關  聯成電腦   謝○玲  作品欣賞 

入選  林○伊  
郭○秀  

成掌  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蕭○猷  作品欣賞 

入選  許○竹  童話‧童畫  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蕭○猷  作品欣賞 

入選  廖○渝  Taiwan Fruits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林○敏  仙人掌也是有感

情的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張○紋  狗朋友-果朋友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文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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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黃○謙  Insect 
mobilization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利  作品欣賞 

入選  徐○晴  淡定水果日常  松山家商  廣告設計科  古○仁  作品欣賞 

入選  張○容  
黎 ○  

Lridescent 
Blossom  

公東高工  室內空間設計科  無  作品欣賞 

入選  林○玉  花宇  聯成電腦   嚴○宏  作品欣賞 

入選  莊○翎  百變肥肥  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呂○瑩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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