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1 年度最佳金犢獎 TA2-172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節能很簡單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張瑋文/游宗燁 台灣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1 金犢奬 TA1-1469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台北，花雨 1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杜雅雯 徐歆宜 台灣

2 銀犢奬 CA1-1133-3575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今夜這裏最璀璨 1 北方工業大學 艺术设计系 蔡軒 王滿紅 大陸

3 銅犢奬 TA1-1561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表演開始 3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侯文治 魏易安 / 林佳穎 台灣

4 佳作 TA1-153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筆跡 3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鐘奕麟 台灣

5 佳作 CA1-2805-6350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101大廈篇 中正紀念堂篇 2 東北師大人文學院 设计学院广告专业 馬錦天 胡曉雨，馮世萍，王萍 大陸

6 佳作 CA1-8715-745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歡唱童年篇\舞動童年篇\詠頌童年篇 3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張健 劉泳含，李愛麗，鄒明明 大陸

7 佳作 CA1-4812-945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臺北兒童藝術節 3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 2007级包装设计工作室 高馳，劉哲 高洪鵬，曹曉辰，顧占北 大陸

8 優選 TA1-1644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花博會開動了 2 天主教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侯文治 歐陽倩衡 台灣

9 優選 TA1-100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忠孝義 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鄭中義/翟治平 朱語涵/尹曉薇/許耀心/許家綾/吳珮慈 台灣

10 優選 CA1-4760-874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臺北漢字文化節 3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 2007级包装设计工作室 高馳，劉哲 高洪鵬，曹曉辰，顧占北 大陸

11 優選 CA1-7261-10724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漢字101書法大師片  漢字101名人名景片 2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 传媒艺术系08装潢一班 俞明，唐倩 高攀，潘驥駸 大陸

12 優選 CA1-8073-13409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藝文臺北，臺北好young——臺北藝類篇 1 華南師範大學 无 無 陳藝文，陳浩帆，冼燕君，鄭露，謝志藝，趙烽焯，周偉濤，陳婷婷 大陸

13 優選 CA1-9155-782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漢字系列-----臺北藝術節，臺北漢字節，臺北國際花卉節 3 北京印刷學院 设计艺术 劉秀偉 高瑞濤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 得獎獎名單(2010.06.13)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 得獎獎名單(2010.06.13)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1 金犢奬 TA2-172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節能很簡單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張瑋文/游宗燁 台灣

2 銀犢奬 TA2-267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脊椎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陳政昌 謝子翔 台灣

3 銅犢奬 TA2-325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蚊來了 3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謝省民 鍾全斌 台灣

4 佳作 TA2-169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1) 恐龍篇 (2) 長毛象篇 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系 蔡靖國 楊家明 台灣

5 佳作 CA2-1083-3077 台北6637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6636廣告-地形易名篇 3 蘇州大學 凤凰传媒学院07广告班 趙丁丁 鄭璐，伍勤 大陸

6 佳作 CA2-2703-6174 台北6638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展開的地球 1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2007级艺术设计 劉昕 ，劉仁 ，劉亞璿 韓玉 大陸

7 優選 TA2-1347 台北6639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生物燼化論-老鷹篇/北極熊篇/海豚篇 3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方菁容/卓展正 陳天柔/莊雅淳/邱慧萍 台灣

8 優選 TA2-1730 台北6641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何必如此煎熬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月英 王征/潘心茹/郭芷瑋/楊晟佳/陳均/王明益/劉汶鑫/戴旻玲 台灣

9 優選 TA2-2230 台北6640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地球殺手留下的有利證據 1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劉怡芳 台灣

10 優選 CA2-2941-5093 台北6645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變異篇 1 福建工程學院 09级文化传播系 周華清 馬加川 大陸

11 優選 CA2-3783-6941 台北6642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暖化（冰篇/腳印篇/熊篇） 3 魯迅美術學院 07级动画多媒体 王亦飛，洪鑫，郭岩 于楠，楊斯奧，伊曉鷗，袁芷怡，郎月，李林，張琳娜 大陸

12 優選 CA2-7473-11694 台北6644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臺北6636——昨日重現篇 1 山東科技大學 广告设计 孫德波 黃啟，郭一霖 大陸

13 優選 CA2-7491-12154 台北6643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毀“融” 3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08级动画 李宏松 高潔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1 金犢奬 CA3-9072-14391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課本篇- A篇 課本篇-B篇 2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鄧謀，吳文星，沈觀沛，孫辰星，劉琪，蔡宋濤，全國偉，沈增輝，肖思如，孫微，林永鏗 大陸

2 銀犢奬 TA3-1079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翅膀硬了 1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林榮觀 蔡毓芳/吳勻璇/施懿容 台灣

3 銅犢奬 CA3-1383-3811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門篇 1 廣東工業大學 2008级视觉传达系 黃蓓 謝明泛 大陸

4 佳作 TA3-1012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形象廣告-傳聲筒篇 1 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胡毓賢/洪世杰 林宜玫/楊絮涵/陳羿希 台灣

5 佳作 TA3-1032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開眼界長智慧篇 2 環球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胡文淵 陳宥憲 台灣

6 佳作 TA3-1233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遨遊時差-手錶篇、鬧鐘篇 2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方菁蓉 卓展正 張惟婷/陳芝穎/何怡欣/黃銘廷 台灣

7 佳作 CA3-7371-12704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之名人篇 3 中國傳媒大學 07艺术设计 王洪亮 魏婷婷，侯瑞璿，關睿，郭芸婷，穆懷林，林丹妮 大陸

8 佳作 CA3-8028-10653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電梯篇 1 暨南大學 08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楊先順 陳啟勳，張喆 大陸

9 優選 CA3-3348-5238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魅力綻放篇》 3 中國人民大學 广告学 王樹良 倪婷 大陸

10 優選 CA3-5931-6837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東西篇/藍綠篇/左右篇 3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 中國人民大學 06级艺术设计 馬錦天 王昱婷，王安妮 大陸

11 優選 CA3-7206-11460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我也來“一手”篇 1 韓山師範學院 美术系06级装潢艺术设计 蔡志海 羅綺青，何小華，劉偉紅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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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優選 CA3-9070-14389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地鐵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鄧謀，吳文星，沈觀沛，孫辰星，劉琪，蔡宋濤，全國偉，沈增輝，肖思如，孫微，林永鏗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1 金犢奬 CA4-1531-1925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沙茶醬-全家福篇 1 上海建橋學院 无 無 丁燁 大陸

2 銀犢奬 CA4-2734-4740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好帝一牛頭牌-新鮮篇-黃瓜篇 3 魯迅美術學院 大三视觉传达0721品牌形象设计与策划工作室 無 大三視覺傳達0721品牌形象設計與策劃工作室 大陸

3 銅犢奬 CA4-2372-5444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變色篇 2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无 張琪，馬錦天 曲星，衣海婷 大陸

4 佳作 TA4-2150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醬料的黃金比例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胡毓賢/洪世傑 李曉菁 台灣

5 佳作 TA4-2554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口水篇 1 復興商工 廣設科 王意婷/徐昀/吳定錕/林(火宣)智/陳以璠 台灣

6 佳作 CA4-7694-13050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麻煩篇 1 湖南商學院 设计艺术学院 劉春驊 王慕容，蔣立為 大陸

7 佳作 CA4-7841-11007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我的生活必備品 1 中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 06级平面设计二班 無 張馨心，劉朝華，徐培珊， 大陸

8 優選 TA4-2175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醬就對了 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系 蔡靖國 李韋霖 台灣

9 優選 TA4-2188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媽媽篇／爺爺篇／小孩篇 3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楊琬婷 ／林佩冠／黃政翰／周冠廷／黃昱玄／蕭詠樺／黃子馨 台灣

10 優選 TA4-2238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醬就夠牛。 2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陳孝銘 陳宜廷/林郁潔 台灣

11 優選 TA4-2314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舊情綿綿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郭育涵 吳宛珊/陳佳恩 台灣

12 優選 CA4-3112-681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first 1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无 王帆 劉思華 大陸

13 優選 CA4-6739-11843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宅女篇 工作狂篇 主婦篇 3 魯迅美術學院 07届广告与综合媒介 趙璐，張陽，薛舒陽，張靜 萬倩倩，周文豔 大陸

14 優選 CA4-8207-1600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點睛篇-舞龍篇/點睛篇-舞獅篇 2 山東大學 新闻系 劉悅坦 郭東欣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A5-7318-1087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用餐篇/學習片 2 湖北經濟學院 07级平面广告设计 葉勁松 申成龍 大陸

2 銀犢奬 CA5-5000-001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每個細胞都為你心跳 1 北京市求實職業學校安貞校區 无 周智 王夢祺 大陸

3 銅犢奬 CA5-6927-1211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勇气篇 3 山东轻工业学院 07广告 任继飞，张青 王伟，李海汝，张伟 大陸

4 佳作 CA5-0697-2140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勇敢愛 守護愛 3 廣州美術學院 08视觉传达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胡茜甯，申雪焦，伍子文，林星，林曉文，許佳慧，孔德遠 大陸

5 佳作 CA5-4482-5107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感受愛篇—相遇篇 JUST US感受愛篇—信任篇 JUST US感受愛篇—承諾篇 3 魯迅美術學院 无 劉昕 佟寧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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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佳作 CA5-7654-1300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有你有我有愛——發剪/筷子/拉鏈 3 西北大學現代學院 广告学 文權，強玫 宋莉莎，馬秦燕，蘆文澤，周睿，陳耀 大陸

7 佳作 CA5-9329-3278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勇敢的去愛 3 成都大學 产品造型班 張鷥鷥 鄭坤，張漾，楊飛，曹雄，李明明，李清揚 大陸

8 優選 TA5-1269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不能沒有你 2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陳雍正 莊雅婷 台灣

9 優選 TA5-1613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行星篇/無限篇 2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 余淑吟 趙思綺/林旂鋒/邱偉菁 台灣

10 優選 TA5-1958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情與JUST US的交集 1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林建華老師 陳國豪 台灣

11 優選 TA5-2195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 IN CAR 1 環球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系 胡文淵 劉永貴/黃品端/王雅杏/郭哲秀/劉柏君 台灣

12 優選 CA5-0539-2042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我們的世界 1 廣州美術學院 08级视觉传达系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張穎茵 大陸

13 優選 CA5-4827-8537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文字篇-另一半篇 1 蘭州交通大學 艺术设计学院08广告与传媒系 吳晶，蔣書慶 劉子敬，商紅媛，張雪瑩 大陸

14 優選 CA5-4868-7223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日食篇 1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 品牌形象设计与策划工作室 劉昕，劉亞璿，劉仁 國晶 ， 陳冉 ， 薑偉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A6-8994-1433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釋放動感篇 1 河南工業大學 2006级广告学 祝玉華 周道平 大陸

2 銀犢奬 CA6-3056-651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章魚篇/ 蜘蛛篇 2 黑龍江大學 07级 视觉传达系 關雪侖，王秀君 王碩，徐思強 大陸

3 銅犢奬 CA6-0481-1813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束縛 3 廣西師範大學灕江學院 艺术设计系07视觉传达1班 殷慶飛 鄭浩，歐陽俊，藏曉萌 大陸

4 佳作 TA6-110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對不起，我常常忘了它是雙鞋子 1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林美婷 林建懷/劉光聖/劉興鴻/林志浩/卓駿旻/陳汭暘/王品璇/賴彥宇 台灣

5 佳作 CA6-0069-48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astics-拼貼篇-文字篇，Royal Eastics-拼貼篇-生活篇，Royal Eastics-拼貼篇-人物篇- 3 中國傳媒大學 广告学院08艺术设计，广告学 無 吳喆，陳葎 大陸

6 佳作 CA6-0990-330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藝術癖 2 河北大學 艺术学院08级艺术设计 馬飛，侯志剛 高健，任樂飛 大陸

7 佳作 CA6-2124-4930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習慣篇 1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 艺术设计 劉昕，劉仁，劉亞璿 程青海，陳崢，董麗麗，狄亭秀，富黎明，高廣敏，關達，李欣蔚，劉寶，劉國超，李卿，劉瀚超，李昕翰，孫輝，陶然，王健，楊福溟，閆佩龍，張詩悅，張馨月，周曉忱，張博，鄭人銘 大陸

8 佳作 CA6-4152-819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想怎麼玩兒就怎麼玩兒 3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史金玉，王曉峰 孫妙思，董嘉儀 大陸

9 佳作 CA6-6860-1197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時尚篇，藝術篇，遊戲篇 3 魯迅美術學院 07级 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史金玉，王小楓 邵君，張慧，王海暢 大陸

10 佳作 CA6-7003-10967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鞋 1 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 无 無 李雪璐 大陸

11 佳作 CA6-9138-7791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暴走新城市藝術——塗鴉一，塗鴉二 2 北京印刷學院 设计艺术学院 劉秀偉 高瑞濤，周怡君，曲曉藝，宋詩婷 大陸

12 優選 TA6-116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街頭運動篇 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蔡靖國 許瑜潔 台灣

13 優選 TA6-1419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和蒙娜麗莎一起打籃球/與梵谷一起慢跑 2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進興老師 蕭雅蕙 台灣

14 優選 TA6-139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就是我的魅力！ 1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科 鄒永勝 王心茹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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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優勝 TA6-150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貼足藝術 3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莊宜臻 / 黃瑜華 台灣

16 優選 CA6-1131-341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你 3 北方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系 張杞峰 王滿紅 大陸

17 優選 CA6-1487-398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去見上帝篇-跳樓篇/上吊篇/自爆篇 3 廣東工業大學 07视觉传达3班 黃蓓 何暉，陸浩權，陳晨，賴冬冬 大陸

18 優選 CA6-2307-522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釋放你的自由 1 廣州大學 06，07视觉传达设计 陳廣英，單曉彤 何廣明，關淑薇 大陸

19 優選 CA6-8432-1333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无线潮流 无限自由 3 鲁迅美术学院 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赵璐 张阳 薛舒阳 史金玉 王小枫 刘晶晶，刘静，彭玉菡 大陸

20 優選 CA6-8653-1196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無“線”征服 1 魯迅美術學院 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史金玉，王小峰 姚淼，王瀞笛，遲立鵬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從缺 大陸

2 銀犢奬 TA7-1003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找出路篇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邱詠証 台灣

3 銅犢奬 CA7-7024-12358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金鉛筆篇/亞太獎篇/龍璽篇 3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无 無 王楮 大陸

4 佳作 CA7-1902-4547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中國廣告網·招聘-老闆篇（1）（2） 2 青島大學美術學院 07级平面设计 李歌 王光卿 大陸

5 佳作 CA7-4697-8703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大門篇 1 吉林藝術學院 杭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无 薛峰 嚴海城，陳春瑜 大陸

6 佳作 CA7-8212-13605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中國廣告網·招聘-黑白篇、男女篇 2 四川大學錦城學院 2007级文学与传媒系 宋石男，王光陣 張嘉欣，程樂秋，成偉 大陸

7 優選 CA7-0022-162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靶 1 中國傳媒大學 06数字媒体艺术 09广告艺术设计 無 夏雷磊，蔡潤彬 大陸

8 優選 CA7-1153-2924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耳朵篇-嘴巴篇-眼睛篇 3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 视觉传达设计学院07级广告一班 侯立萍 許依晨 大陸

9 優選 CA7-7990-13286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排插 1 廣西藝術學院 影视传媒学院07级广告设计 湯曉山，周景秋 張忱，李岩，夏增傑 大陸

10 優選 CA7-8685-12065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中國廣告網.招聘—轉筆刀篇 1 魯迅美術學院 07级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張靜 李勇文，佟佳妮，胡楊 大陸

11 優選 CA7-9158-7827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小手——男性篇，女性篇 2 北京印刷學院 设计艺术学院 劉秀偉 高瑞濤，曲曉藝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A8-7192-1174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新北之韻  新北之舞  新北之語 3 河北大學 07艺术设计 侯志剛，馬飛 何岩，閆志苗，孫佳琪，金雅會，劉海月，萬婕 大陸

2 銀犢奬 TA8-106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1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第一門牌 1 崇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周穆謙 李冠瑩 台灣

3 銅犢奬 CA8-9045-1435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2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臺灣不是只有臺北—美食篇/建築篇/文化篇 3 華南師範大學 无 孫鵬 鄭露，冼燕君，謝志藝，陳浩帆，陳藝文，趙烽焯，周偉濤，陳婷婷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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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佳作 TA8-1089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5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慢活篇、樂活篇 2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黃淑英 蔡明君 台灣

5 佳作 TA8-1149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3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剪影篇 3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侯文治 石凱如 台灣

6 佳作 TA8-1152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7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人情味 3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鐘奕麟 台灣

7 佳作 TA8-1195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6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跟著親愛的新北市一起去旅行 3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視覺文化創意組） 邱順應 林凱葳 台灣

8 佳作 TA8-119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4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時光回廊 / 醬出名門 / 純釀香醇 3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鄒永勝 蔡騰堯 / 曾文曦 台灣

9 優選 TA8-1054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2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宜室宜家新北市，給你多元的心感受 3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蔡雅竹/張博榕 台灣

10 優選 TA8-110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8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行銷新北市－族譜篇 1 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靖國 林保如 台灣

11 優選 TA8-1185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21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幸福近在咫尺 1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二年級(視傳組) 侯文治 林嘉宜 台灣

12 優選 TA8-119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9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新北市-感受篇 2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吳珮涵/余淑吟/洪蕙琳 陳亮吟/王雅祺/石欣宜 台灣

13 優選 CA8-2316-2895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22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官宦篇》/《商賈篇》/《遊子篇》 3 安徽財經大學 07级广告管理 吳瓊 單劉清，劉葉君 大陸

平面廣告類─大專組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A9-0667-2371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大肚篇 1 廣州美術學院 08级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系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張琳，招依琦，何靜雯，張文韜，陳振文，馮龍慶 大陸

2 銀犢奬 CA9-0663-1993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老地方見三篇—走廊篇、電梯篇、公車篇 3 廣州美術學院 08级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系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張琳，招依琦，何靜雯，張文韜，陳振文，馮龍慶 大陸

3 銅犢奬 CA9-8192-13528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兩岸情篇 1 北京工業大學 广告系 王鵬 朱鵬飛，李明茜，劉姍，李淩鈺，劉暢 大陸

4 佳作 TA9-119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豆漿濃豆漿純 2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方菁蓉 卓展正 張惟婷/陳芝穎/何怡欣/黃銘廷 台灣

5 佳作 CA9-6564-11672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一杯子篇 1 浙江工商大學 广告0701 王偉榮 鹿朋，趙景華 大陸

6 佳作 CA9-7405-12693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養生有道篇—永篇/和篇 2 北京工商大學嘉華學院 语传系广告专业 李青 馬溶榕 大陸

7 佳作 CA9-9124-14422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豆子系列 2 中央民族大學 美术学院07装潢班 牧婧 李靜 大陸

8 佳作 CA9-9148-7810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觀察——望遠鏡篇，放大鏡篇 1 北京印刷學院 设计艺术学院 劉秀偉 高瑞濤 大陸

9 優選 TA9-1124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養肚美容 1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鄭國章 羅鈺婷 台灣

10 優選 CA9-2136-5022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比薩斜塔篇/埃菲爾鐵塔篇/自由女神篇 3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 艺术设计 劉昕，劉仁，劉亞璿 程青海，陳崢，董麗麗，狄亭秀，富黎明，高廣敏，關達，李欣蔚，劉寶，劉國超，李卿，劉瀚超，李昕翰，孫輝，陶然，王健，楊福溟，閆佩龍，張詩悅，張馨月，周曉忱，張博，鄭人銘 大陸

11 優選 CA9-2693-374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家篇 1 海南大學三亞學院 无 無 金榮鑫 大陸

12 優選 CA9-9149-7811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全家福——爸爸篇，媽媽篇，孩子篇 3 北京印刷學院 设计艺术学院 劉秀偉 高瑞濤，曲曉藝 大陸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1-1004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漢字文化節〈蟲篇〉〈魚篇〉〈鳥篇〉 3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科 賴怡君 李佳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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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佳新人獎 HTA1-111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藝文台北 台北好young 2 復興商工 廣設科 劉凰慧 翁韡寧 台灣

3 佳作 HTA1-1001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花卉博覽會-101篇/花卉博覽會-中正紀念堂篇 2 泰北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賴怡君 李淑婷 台灣

4 佳作 HTA1-1019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花舞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林奕秀/黃暐丞/李汶樺 台灣

5 佳作 HTA1-1028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捷運出口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林思彤 台灣

6 佳作 HTA1-1051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眼球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王意婷/徐昀/吳定錕/林(火宣)智/陳以璠 台灣

7 優選 HTA1-101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福爾摩莎系列篇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陳韜元老師 王介盈 台灣

8 優選 HTA1-1015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無價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林培菁 謝佩儒 台灣

9 優選 HTA1-1029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彩色城市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劉凰慧 彭竹涓 台灣

10 優選 HTA1-106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文化饗宴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劉凰惠 王庭萱 台灣

11 優選 HTA1-116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樂於生活 台北好young 3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建志 陳宥柔 台灣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2-114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捍衛地球,從種樹開始! 1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費國鏡 張舒涵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CA2-0149-12283 台北6637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溫度計篇 1 廣東省華僑職業技術學校 08级平面设计专业 陳志成，陳丹楓 李偉煥，林福鑫，張澤鑫，許瑩，張潔潔 大陸

3 佳作 HTA2-103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6636全球暖化-消失篇 2 泰北高中 廣設科 賴怡君 張庭嘉 台灣

4 佳作 HTA2-115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綠色飲食抗暖化 2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吳祐儀 台灣

5 佳作 HTA2-143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漫天灰燼.憐香惜域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楊郁音 台灣

6 佳作 HTA2-1587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民進黨篇/國民黨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君昱 曹佑銘 台灣

7 佳作 HCA2-0128-1381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南极泪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系广告设计与制作一班 李旭龙 黄泽涛 大陸

8 優選 HTA2-106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這不是開幕、也不是閉幕 2 私立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科 粘壽星 蔡平農/鄺洵立 台灣

9 優選 HTA2-1086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台北63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家園篇 1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楊淑靜 台灣

10 優選 HTA2-111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通通脫掉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曾韻庭 台灣

11 優選 HTA2-147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步步逼近 1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林君昱 林韋萱 台灣

12 優選 HTA2-1522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面對暖化 2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費國鏡 陳甯 台灣

13 優選 HTA2-154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傷害地球篇/保護地球篇 2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 粘壽星 林毅明 台灣

14 優選 HTA2-160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轉動不停 生生不息 1 二信高中 廣告設計科 陳良蕙 林蓉榆 台灣

15 優選 HTA2-1687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點燃毀滅之燈 3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建志/李孟書 何佳樺/盧紫嫻/陳宥柔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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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3-1072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義守樂園篇.夢的義守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陳昱光 劉蕓誼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3-1101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毫無保留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徐慧君 陳力瑜 台灣

3 佳作 HTA3-1052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震央篇/颱風眼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張瑄莉 台灣

4 佳作 HTA3-1109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書適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江耀順 林泰任 台灣

5 佳作 HTA3-1148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各路英雄-皆在義守 2 復興商工 美工 徐慧君 彭佳晨 台灣

6 佳作 HTA3-1195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交流篇 2 台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美工科 徐慧君 劉家志 台灣

7 佳作 HTA3-1197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交通工具篇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劉皇慧 陳羽揚 台灣

8 優選 HTA3-1054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眺望篇、掌握篇、連結篇 3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科 粘壽星 何詩翊 台灣

9 優選 HTA3-1128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101/神廟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徐慧君 蔡尹華 台灣

10 優選 HTA3-1134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人生符號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江耀順 陳守逸 台灣

11 優選 HCA3-0059-7856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融合篇-寢室 2 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藝術學院 视觉传达 曹大勇 彭佳琪 大陸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4-109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輕鬆上手好味道 2 復興商工 美術 林巧懿 李亞樵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4-111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守護台灣最傳統道地的口味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劉凰慧 李竑廷 台灣

3 佳作 HTA4-103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呼哩勇篇(烏龜)/牛頭牌-呼哩勇篇(貓) 2 台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201號 廣告設計 林蓓菁 黃朝幃 台灣

4 佳作 HTA4-1092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非噬不可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胡育婷 林芷妤 台灣

5 佳作 HTA4-1097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我只想吃牛頭牌 1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 美工科 張欣雯 劉姿慧 台灣

6 優選 HTA4-1113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好滋味，就醬沾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江耀順 魏思羽 台灣

7 優選 HTA4-1147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宅男篇/宅女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張欣雯 韋家禎 台灣

8 優選 HTA4-1158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五大食學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林佳瑩 台灣

9 優選 HTA4-1159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對自己好一點篇 2 私立復興商工 廣設科 劉凰慧 馮彬 台灣

10 優選 HCA4-0076-8161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享受美味樂得其所 3 湖南省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 视觉传达专业08级 彭嘉琪，曹大勇 彭園，萬倩，尹陽，唐一鳴 大陸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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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佳新人獎 HTA5-1083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不單行篇/愛，用心聽篇 2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科 粘壽星 鄭芳如／蔡慧泙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CA5-0158-4487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 1 廣州工程技術職業學院 无 無 梁明月 大陸

3 佳作 HTA5-106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積愛承塔 3 台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王奕涵/杜芯儀 台灣

4 佳作 HTA5-1159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吸管篇/牙刷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史志宏 黃小玲/楊燕婷/侯姝妤/蘇容瑩 台灣

5 佳作 HTA5-1281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情感官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江耀順 劉昭渝 台灣

6 佳作 HTA5-1382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手提箱篇 JUST US-雨傘篇 JUST US-大衣篇 3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黃思琬/陳亮君 台灣

7 佳作 HCA5-0141-12272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轉出你的愛 1 廣東省華僑職業技術學校 08级平面设计专业 陳志成，陳丹楓 黃曉丹 大陸

8 優選 HTA5-108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心心鑲惜 2 台北市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鄭宇劭/陳映綺 台灣

9 優選 HTA5-1100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原來我們這麼近 1 復興商工 美工科 洪敬惠 周恩璿/陳姿靜/張家瑜 台灣

10 優選 HTA5-1138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江耀順 郭東穎 台灣

11 優選 HTA5-1342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情的陷阱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洪敬惠 蘇琪/簡昱明/簡維宏 台灣

12 優選 HCA5-0101-12369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無界 3 北京科技職業學院 07级影视多媒体 董國萍 劉冬青 大陸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6-1027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街頭藝術 Royal 2 私立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徐孟庭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6-103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故事真相 2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陳甯/陳韋婷 台灣

3 佳作 HTA6-100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 壁虎篇 / 兔子篇 2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 賴怡君 王詩晴 台灣

4 佳作 HTA6-100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街頭‧藝術 2 復興商工 廣設科 林蓓菁 周昀穎 台灣

5 佳作 HTA6-1043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多彩。繽紛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張瑩如/楊惠淩 台灣

6 佳作 HTA6-109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GOGOGO 2 復興商工 廣設科 劉凰慧 劉怡萱 台灣

7 佳作 HTA6-109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踏出你的冒險生活/踏出妳的彩繪人生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陳容蔚 台灣

8 優選 HTA6-1079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跟著城市追隨royal elastics 3 豫章工商 廣告設計科 莊懷南 姚允涵/鄭文柔/周艿彣/陳薇如/姚安妮/周聲婷/賴宜敏/翁莉雯/許佳馨/王娸璉/吳佩珊/簡妤靜/駱怡如 台灣

9 優選 HTA6-109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SHOW YOU 2 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劉凰惠 鄭詩穎 台灣

10 優選 HTA6-1119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棋盤篇/球場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君昱/林艾米 鄭品妤 台灣

11 優選 HTA6-112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行動藝術篇 1 私立復興商工 廣設科 劉凰慧 馮彬 台灣

12 優選 HTA6-1129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跳望世界 1 大成商工 廣告設計科 周佑珊 李靜宜 台灣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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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7-1015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招兵買馬 2 復興商工 廣設科 劉凰慧 柳雁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7-1025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要找的都在這兒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徐慧君 陳靖茹/關子欣/趙苡晴 台灣

3 佳作 HTA7-1003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燈泡及腦袋 3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徐慧君 林毅瑋/郭冠君/莊子儀 台灣

4 佳作 HTA7-1016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創意誘惑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徐慧君 莊子儀/郭冠君/林毅瑋 台灣

6 佳作 HCA7-0136-12267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尋找點子篇 1 廣東省華僑職業技術學校 08级平面设计专业 陳丹楓，陳志成 李文偉，李偉斌，王集凱，林少涵，黃曉丹，楊少玲 大陸

5 佳作 HCA7-0153-12732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手篇 2 廣東省華僑職業技術學校 08级平面设计专业 陳丹楓，陳志成 黃澤賀，黃曉瑄 大陸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8-1010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幸福城市 2 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劉凰慧 溫若雅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8-1049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油桐花篇 螢火蟲篇 2 復興商工 美工 張雅涵/洪睿昀/陳勻/羅文莞 台灣

6 佳作 HTA8-1020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新北市-戳戳樂篇/大富翁篇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楊凱強/黃彥凱 台灣

3 佳作 HTA8-103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詩文情意新台北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王嘉琳 台灣

4 佳作 HTA8-104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台北縣政府-挖到寶篇 3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王燁宜/黃覺深 台灣

5 佳作 HTA8-1094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2010新北市的城市行銷-細細品味篇 2 台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費國鏡 陳亮君/黃思琬 台灣

7 優選 HTA8-1032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讓幸福對焦你的新生活 3 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李仁和 蔡玉慈/杜冠毅/陳嬿羽 台灣

8 優選 HTA8-1081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樂活&多元 新北市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廖珮辰 台灣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新人獎 HTA9-1006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領袖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陳明哲 陳沛奇 台灣

2 最佳新人獎 HTA9-1040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友情最棒的濃度 2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劉凰慧 羅晨寧 台灣

3 佳作 HTA9-1015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真性情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許惇婷 台灣

4 佳作 HTA9-102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活力篇、動力篇、精力篇 3 泰北高中 廣告設計科 粘壽星 何詩翊 台灣

5 佳作 HTA9-105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少一點，就不對味 ... 3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江耀順 李可方 台灣

9 優選 HTA9-1020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

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豆漿篇/燒餅

油條篇
2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楊凱強/黃彥凱 台灣

8 優選 HTA9-1024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字八法 2 復興商工 美工科 洪敬惠 何賢郡/吳佩璇/林妘/郭敏汝 台灣

7 優選 HTA9-1064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 2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 劉凰慧 梁雅雯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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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優選 HTA9-1090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好的開始_永和豆漿 3 豫章工商 廣告設計科 莊懷南 王雨婷/王思惠/沈明潔 台灣

電視廣告類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TB2-116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6636全球暖化-尿尿小童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練維鵬 張仁輔/陳昱廷/童丞薇/周宏任/陳乃菁/李怡慧/葉倖汝/邱慶涵 台灣

2 銀犢奬 CB5-0150-4270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1 石家莊學院 广告学 王曉旭，田建恩王春燕，薛敏，夏雲飛，大陸

3 銅犢奬 TB2-113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抓交替 1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李仲平/謝昀融 台灣

4 銅犢奬 TB2-1203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暖化-新聞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練維鵬 徐培峰/洪嘉弦/吳宛育/劉瓊微/莊亞棋 台灣

5 佳作 TB1-102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台北無處不飛花 1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張恩光 高婕恩/鄭喬/張明蓉/王琦/劉筱婷 台灣

6 佳作 TB2-100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燒香減量 1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馮偉中/張丞毅 高逸翔/吳柏宗/陳柏斯/ 陳澤生/陳禹廷/葉星顯/林玠愷 台灣

7 佳作 TB2-101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V釣客 1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胡美芳 鍾復宇/李修齊/許耀之/張愷真/賴建昌/郭眉伶/王筠秀/梁紋綾/嚴惟心/林瑀諾/林秉駿 台灣

8 佳作 TB2-102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全球暖化之寶特瓶篇 1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柯汶利/鍾福亮/王彥翔/牛靖薇 台灣

9 佳作 CB2-0041-1926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CO2?世界 1 西安工程大學 07级视觉传达系 广告班 王歡 劉偉，李巍龍，王宇婷，秦晨，李揚，耿現傑，張毅，程亞麗 大陸

10 佳作 CB2-5000-997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全民罷工 1 北京服裝學院 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 賈榮林，田東明 谷雷雷，邢晨，李響，白雲龍，石佳鑫 大陸

11 佳作 CB7-0509-12840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助手篇》 1 中國美術學院 07届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广告） 蘇夏 唐若尋，王馨墨，白書一，張杭，黃佳琪，田凱，王光才，柯豔 大陸

12 佳作 CB9-0405-11340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和樂篇 1 深圳大學 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专业 無 李曉丹，張睿嬌，羅秀瓊，殷天驕，蔡一丹 大陸

13 優選 TB2-106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全球暖化-完蛋篇 1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胡美芳 王從育/楊于葶/黃羽安/楊惠汝/徐于敏/黃雅靖/何宗臻/莊惠名/洪鈺倫 台灣

14 優選 TB8-1022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樂活新北市 1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朱賢哲 鄭煒達 台灣

15 優選 CB2-0002-24 環保廣告——汽車篇 方姝，侯天添，李圳香 ， 林艾群，鄭美玲 1 中國美術學院 影视广告 環保廣告——汽車篇 方姝，侯天添，李圳香 ， 林艾群，鄭美玲 大陸

16 優選 CB2-0057-2132 輕踩油門低碳篇 欒正光，張一般，鄧軒，劉雄文，陶麗娜，利北海，黨瑞娜，蔡珺如，林帆 1 廣州美術學院 08视觉传达 胡川妮，戴秀珍，張團新 欒正光，張一般，鄧軒，劉雄文，陶麗娜，利北海，黨瑞娜，蔡珺如，林帆 大陸

17 優選 CB5-0186-4111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誰的 篇 1 西安外國語大學 08级广告一班 王秀麗 黃思琪 大陸

18 優選 CB5-0214-5742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 --包容篇 1 海南大學三亞學院 07广告学 楊治學，張鑫 李曉明，湛銘熠，劉琦，楊維怡，王曉倩 大陸

19 優選 CB6-0226-6393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Elastics——隨心而動篇 1 北京工商大學 07级 艺术设计系 周古月 解瑤，王珊珊 大陸

網路廣告類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從缺

2 銀犢奬 TC1-1074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第十一屆台北兒童藝術節!GO! 1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典蔚 吳筠倩/許書瑾 台灣

3 銅犢奬 TC6-105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 1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典蔚 張惟婷/陳芝穎/葉博巧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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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佳作 TC1-100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捏出你的兒藝節 1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鄭月秀 賴韻容/林雅婷/鄭美琳 台灣

5 佳作 TC2-101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don"t try again 1 台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林建漢 楊惠淨 台灣

6 佳作 TC2-116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地球要離婚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孝銘 廖育祥/張家銘 台灣

7 佳作 TC5-1111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相遇看緣分，相守靠JUST US 1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家豪 王淑君 台灣

8 優選 TC1-106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台北，花雨 1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家豪 徐歆宜 台灣

9 優選 TC2-103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新世界 1 東方技術學院 美術工藝系 呂文宗/葉國淞 鍾劭君/張嘉哲 台灣

10 優選 TC5-1043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真愛無敵 1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家豪 葉宜廷/簡宛貞 台灣

11 優選 TC6-100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Cinderella 1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典蔚/林蔚宜 林虹君/張雯雁 台灣

12 優選 TC6-1005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Elastics 放肆你的想像 1 政治大學 廣告系 田博昇/王瑋 台灣

13 優選 TC6-1008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步出真自我 1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鄭月秀 王思文/張玟婷 台灣

14 優選 TC8-101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築夢 1 親民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謝修璟 劉采玲 台灣

15 優選 TC9-102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因為有你 1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俊雄 林芳廷/李筱平 台灣

16 優選 CC2-0043-13316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6636-關燈篇 1 中國傳媒大學 广告学院艺术设计系 張津,郭開鶴 魏東 李雨，董陽，任成博，曾爭 大陸

17 優選 CC5-0045-13575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紅線篇 1 重慶郵電大學 艺术设计系2007级 王成宇 吳婧 大陸

18 優選 CC6-0018-1710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潮流無需綁定 1 魯迅美術學院 07级动画多媒体 張璿 林婷婷，袁宇星，張倩 大陸

19 優選 CC7-0013-4842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超級瑪麗篇 1 武漢理工大學華夏學院 人文与艺术系07级 夏曉鳴 楊茵，張會，劉一清，李攀，楊瀟，範博 大陸

廣播廣告類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D2-0126-1072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結婚禮物篇/生命禮物 2 武漢紡織大學 人文社科学院 陳薇 程中月，肖陽 大陸

2 銀犢奬 TD2-106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地球暖化-喪禮篇 1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露心 周以婷/吳婧瑜/張瑜庭/林亞萱/陳霈玟 台灣

3 銅犢奬 TD1-1003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賞花篇 2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邱順應 高培昀 台灣

4 銅犢奬 TD8-1001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我愛我的新北市 2 銘傳大學 廣告系 黃心怡、蔡佩穎 李巧勻/何佩瑩/吳思蓓/洪詩閔 台灣

5 佳作 TD1-1006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全民瘋藝穗 1 銘傳大學 廣電系 黃心怡、黎佩芬、莊克仁 郭育君/胡艾妤/謝嘉嫡/陳逸明 台灣

6 佳作 TD2-101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小朋友看地球-遊戲篇、唐詩篇、童謠篇 3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露心 張雅婷/黃雅斐 台灣

7 佳作 TD2-111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南極北極 1 國立高雄大學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 楊肇傅 楊竟平/董清筑 台灣

8 佳作 CD2-0162-13133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孩子的疑問 1 常州工學院 大学生科技实践创新中心 田鴻發，鮑玉軍，蔣小燕 朱斌，秦俊勇，周婷，鄒超，呂朋蓬，楊靜袁，顧榮明，盛冬傑，石鵬程，石朗聖，蹤文，汪光遠，施德華，羅張培 大陸

9 佳作 CD3-0122-10038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義守大學-“打錯”篇 1 遼寧師範大學 08广告学 王世龍 鄒譯萱，羅繼梅，王金妹，江巍巍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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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佳作 CD4-0003-56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冰箱推銷員篇 1 中國傳媒大學 06数字媒体艺术 09广告学，09公关，06游戏设计 無 夏雷磊，劉冰潔，王怡文，孫琳 大陸

11 佳作 CD9-0035-200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全家人的豆漿 1 武漢理工大學 广告0802 无 張榕潔，董全局，李佩，黃小春，林欣然 大陸

12 優選 TD1-1007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爭奇鬥艷 1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順應 莊硯如/簡欣汝/張琬菁/尹澄詩/康貴婷/楊佳芝 台灣

13 優選 TD2-100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台北6636-旅遊篇 1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蔡尚琴 陳哲男 台灣

14 優選 TD2-1042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談天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練維鵬 潘佳瑩/張凱欣/吳致寬/劉不畏/邱伊緒 台灣

15 優選 TD2-110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煙燻雞排篇 1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邱順應 張哲銘 台灣

16 優選 TD2-1113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你準備好在水中生活了嗎-導航篇 1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順應 黃思瑜/杜玉文 台灣

17 優選 TD4-1044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炒"架篇 1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廣告學程) 蔡璽琳/吳俊賢 歐怡真/謝蕎伃 台灣

18 優選 TD5-1014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你戴了嗎？ 1 台北銘傳大學 廣電系 黃心怡/蔡佩穎 黃曉慧/蘇園雅/洪浥峰/黃昭鋒 台灣

19 優選 TD5-1061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敢愛敢說！Nothing More, Just us！ 2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系 張世明 周曉晨/李依柔/薛又睿/何思妤/劉芝蓉/廉傑名 台灣

20 優選 TD5-1081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我要立即逮捕你 1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露心 葉瑋萱/洪詩茵/黃千樺/賴怡翠/ 鄭諭鴻 台灣

21 優選 TD9-1073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為何外星人都是晚上出任務 1 朝陽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邱順應 林家祥 台灣

22 優選 CD2-0020-173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不能再拖了 1 中國東北師範大學 08级广告学 王均 何彥潔，趙金 大陸

23 優選 CD2-0142-12082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臺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方便篇 2 天津工業大學 广播电视新闻071 鐘玲，阮璋瓊，劉廣盛，任力奇 黃杜飛雪 大陸

24 優選 CD7-0004-568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阿拉丁神燈篇 1 中國傳媒大學 06数字媒体艺术 09广告学，09公关，06游戏设计 無 夏雷磊，劉冰潔，王怡文，孫琳 大陸

25 優選 CD7-0124-2922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招”告天下篇、“最”不可數篇 2 華北電力大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告0701班 陳波，龐濤 趙輝，許蘇寧 大陸

動畫廣告類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E9-0064-5933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一粒黃豆小故事 1 韓山師範學院 大二年级动画系 無 李澤龍 大陸

2 銀犢奬 TE2-114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節能省碳好嗎 1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與設計學系 劉宇陽 周子容 台灣

3 銅犢奬 CE2-5000-588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wound 1 武漢理工大學 广告学2007级 劉錦宏 劉學志，陳清琳，王欣，王清楊，左瑜 大陸

4 佳作 TE6-100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超越想像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邱怡仁 林哲孝 台灣

5 佳作 TE6-101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age 1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蔡靖國 李耀維/林盟凱/林浩翔 台灣

6 佳作 CE2-0187-1408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舉手之勞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7 佳作 CE6-0041-3587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Play with Design 1 中國傳媒大學 07广告学 無 07廣告學阮碧君，07動畫朱菁，07動畫陳菲儀 大陸

8 佳作 CE9-0165-12812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遠的朋友 永遠的永和豆漿 1 江西師範大學 07级动画班 張哲，歐陽學芬 陳小剛，李勇，齊鈺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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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優選 TE1-1034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花卉與魔豆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慶鴻 王升澤/詹益采/胡凱翔 台灣

10 優選 TE2-101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愛．地球 1 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所 王年燦 盧冠華/張家豪 台灣

11 優選 TE2-102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人類滅絕史 1 修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賴正杰 蔡明容/邱瀚瑩/蔡依如/吳妍慧 台灣

12 優選 TE2-103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孩子的未來?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葉家宏 姚筌薴/鐘世豪/林建智/楊志翔/謝亦昕 台灣

13 優選 TE6-1035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Clay City 1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志忠/劉懷幃 韓梅婷/范綱燊/張凱強/林耕平 台灣

14 優選 CE2-0006-261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supposition  (如果） 1 大連交通大學 艺术学院动画07-1班 蔣坤 董欣宇，楊迪，張祺 大陸

15 優選 CE2-0110-152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臺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迴圈篇 1 天津工業大學 08级 新闻传播系 寥闊 張若夢 大陸

16 優選 CE4-0161-993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一“罐”新鮮 1 北京服裝學院 2007届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 賈榮林，田東明 程騰，李響，谷雷雷，邢晨，白雲龍，石佳鑫 大陸

17 優選 CE5-0087-7328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紅線篇 1 昆明理工大學 视觉传达系 蘇箐 童磊 大陸

18 優選 CE5-0185-12927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愛情色彩 活力迸發 1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广告与综合媒介 趙璐，張陽，薛舒揚，史金玉，王小楓 王雪瑩，姚森 大陸

19 優選 CE6-0032-2725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Just I Want》 1 大連交通大學 07级动画专业 陳維強 張舒茸，彭玲，鄧樂超，常青 大陸

20 優選 CE6-0181-1335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運動篇 1 魯迅美術學院 大三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王小楓，史金玉 葉穎，高思維 大陸

環境媒體運用類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從缺

2 銀犢奬 CF2-0054-783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計程車篇 1 上海建橋學院 艺术系 董景寰，吳敬 唐怡菲，蔡愷玲，翟國棟，葉博，范敏雷，胡佳斌，崔東陽，趙金華 大陸

3 銅犢奬 TF4-1005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醬拌好吸力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月英 林忠政/朱晏廷/宋昶志/林頌慈/高毓傑 台灣

4 佳作 CF2-0017-374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臺北6636—冰棒篇 1 上海市建橋學院 08广告本 王峙清 高尚上，畢欣悅 大陸

5 佳作 CF2-0092-11954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海水淹沒 1 海南大學三亞學院 07广告 張鑫，肖燦 馬旭，鬍子勇，郭康康，楊晗，毛舒羽，何素琴 大陸

6 佳作 CF2-0095-12159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拯救篇-海獅流淌篇/白鯨脫皮篇 2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07级 艺术设计 劉昕，劉仁，劉亞璿 程青海，陳崢，董麗麗，狄亭秀，富黎明，高廣敏，關達，李欣蔚，劉寶，劉國超，李卿，劉瀚超，李昕翰，孫輝，陶然，王健，楊福溟，閆佩龍，張詩悅，張馨月，周曉忱，張博，鄭人銘 大陸

7 佳作 CF2-0110-12187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臺北6636——高速路 1 廣西藝術學院 无 丁潔，梁新建 廖均富，徐術偉，劉昱伯，羅錦波 大陸

8 佳作 CF2-5000-3672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冰山抽紙盒 1 南京林業大學 三年级广告学系 衛欣 丁卉，黎民聚，方京衛 大陸

9 佳作 CF7-0122-12916 「中國廣告網‧招聘」網站形象廣告設計 中國廣告網.招聘—“廣告人”鏡像篇 3 遼寧師範大學 08级广告专业 王世龍 吳青，郝婧彤，鄒鳳明，王璐，范靜靜，遲琳 大陸

10 優選 CF2-0060-919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霜淇淋篇 1 福建工程學院 07级 文化传播系 周華清 彭傳埠 大陸

11 優選 CF6-0117-1335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玩轉你的Royal Elastics 1 河北大學 07艺术设计 侯志剛，馬飛 何岩，萬婕，肖佳，卑寶健 大陸

ECFA 特別類「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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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犢奬 TG1-1200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ECFA 特別類 荷包篇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陳顗任 台灣

2 銀犢奬 TG1-1205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門神篇 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蔡靖國 鄭森允 台灣

3 銅犢奬 TG1-1181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招財進寶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沈虹吟 台灣

4 佳作 TG1-1090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1.架構協議 互惠互利 2.排除障礙 悠游自在 2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陳浩強 台灣

5 佳作 TG1-1110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逛超市囉！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鄧宇心 台灣

6 佳作 TG1-1155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驚嘆號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張格寧 台灣

7 佳作 TG1-1197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賺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設計組 李新富 許盈瑀 台灣

8 佳作 TG1-1199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ECFA兩岸互助共榮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黃淑英 陳品希 台灣

9 優選 TG1-1023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ECFA_互惠共生 3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胡絲盈 台灣

10 優選 TG1-1035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箸福篇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 楊富鈞 台灣

11 優選 TG1-1075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經濟啟動篇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老師 李靜宜 台灣

12 優選 TG1-1083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易筋經 3 私立高級復興商工 美工科 李子庭 黃鈺真/林恩祈/文柏凱/吳文婷/賴彥廷/譚羽庭/詹宜靜/游蕙蓮/黃于芳 台灣

13 優選 TG1-1201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平面 開啟兩岸對話，以溝通打破隔闔。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黃淑英 王芃之 台灣

ECFA 特別類「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TG2-1010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錢滾錢篇 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淑英老師 / 鄧偉炘老師 郭立璇 / 劉欣宜 台灣

2 銀犢奬 TG2-1008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兩岸貿易平等 1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游宗燁/張瑋文/詹子玥/張元隆/林宗賢 台灣

3 銅犢奬 TG2-1009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人人都有大車開 1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張恩光 莊騰傑/許展翔/唐啟修/呂嘉 台灣

4 佳作 TG2-1007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 象棋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練維鵬 史博元 台灣

5 佳作 TG2-1011 「兩岸經濟協議(ECFA)」廣告宣傳 --立體 ECFA－－攜手行動 1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恩光 呂嘉／裴迪／李琳／莊騰傑 台灣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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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犢奬 CH1-0041-9859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CRDlogo-微笑 1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设计学院08级广告学 袁清秀 薑菲 大陸

3 銅犢奬 CH1-0083-13553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北京CRD標誌設計 1 華南師範大學 07平面设计 孫鵬 蘇廣輝 大陸

4 佳作 CH1-0002-3114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石·crd》 1 湖南省湘潭大學 08艺术设计一班 李娜 高令飛 大陸

5 佳作 CH1-5000-5015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北京CRD標誌設計 1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07级艺术设计系 馬錦天 姚丹娜、史宇、王安妮 大陸

6 優選 CH1-0117-14143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北京CRD標誌設計 1 南京藝術學院 设计学院 何方 段盛華，徐燦，齊斌 大陸

7 優選 CH1-5000-5001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品味北京 2 華南農業大學黑天工作室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 全國偉，林永鏗，劉琪，蔡宋濤，吳文星，沈增輝，肖思如，孫微，孫辰星，沈觀沛，鄧謀 大陸

8 優選 CH1-5000-5006 北京CRD標誌設計策略單 律動票 1 華南農業大學黑天工作室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 全國偉，林永鏗，劉琪，蔡宋濤，吳文星，沈增輝，肖思如，孫微，孫辰星，沈觀沛，鄧謀 大陸

DV影音短片類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TI1-1002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新鮮秀，愛西柚！ 1 澳門理工學院 綜合設計課程 顏南源　老師 黃美玲/黃家和/陳晶/楊詩祺/彭嘉雯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2 銀犢奬 CI-0075-5120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拍客時代，全民“武裝” 1 中國人民大學 07级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新闻系 王樹良 王赫然，曹文星，劉書亮 大陸

3 銅犢奬 CI-0138-10708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愛西柚，我來秀 1 廣東商學院 08广告策划与经营管理 劉月圓 佘鎮泳，林源，胡賀鵬，尹思聰 大陸

4 佳作 CI-0073-4929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I See U（愛西柚） Everywhere 1 廣州美術學院 08数码 无 張睿暉，杜鈺凱 大陸

5 佳作 CI-0111-7713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新鮮篇 3 福建工程學院 文化传播系 周華清 王偉龍，林淩玲，張強，黃志陽，王章安，童左，林延輝，彭傳埠 大陸

6 佳作 CI-0129-8760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CNTV原創DV短片-塗鴉、街舞、RAP篇 3 福建工程學院 文化传播系2008级 周華清 盧志毅 大陸

7 佳作 CI-0150-12227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精彩不斷 輪番上“眼” 1 魯迅美術學院大連校區 广告与综合媒介三年级 趙璐，張陽，薛舒陽，郭森 佟佳妮 王雪瑩 徐萌 大陸

8 優選 CI-0074-5089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愛西柚廚房 3 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 2007级广告学 李方亮 周澤，林雲倩，劉曄，袁辰 大陸

9 優選 CI-0127-10071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愛西柚-公車篇》、《愛西柚-相館篇》 2 廣西藝術學院 09研究生一年级 湯曉山，黃盧健，何清新 莫璧宇，黃婧，李影影，汪豪，鄧穎紅，沈嵩，劉延賓，陳志紅 大陸

10 優選 CI-0166-12100 CNTV原創DV短片類-「新鮮秀，愛西柚！」 你知道我是誰麼？ 1 魯迅美術學院 大連校區 07级 0718广告与综合媒介工作室 趙璐，張陽，薛舒陽，郭森 王曉娜，汪淼，寧靜 大陸

創意履歷表設計類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J-0016-3135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个人履历表 1 鲁迅美术学院 大连校区视觉传达系 高凤伟、隋静 肖模东 大陸

2 銀犢奬 TJ1-1041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旺報-履歷表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楊錫彬 董宗鑫 台灣

3 銅犢奬 TJ1-1018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把我抓走吧！跑跑女孩 1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鄭鼎寶、王全裕 陳巧宴 台灣

4 佳作 TJ1-1014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人力COUPON-郭宣文-給你旺旺旺」 1 銘傳大學 廣告系 余淑芬、邱郁姿 郭宣文 台灣

5 佳作 TJ1-1017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面具之下 1 私立銘傳大學 新聞系 邱郁姿 王冠仁 台灣

6 佳作 TJ1-1030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來玩塔羅占卜曾千宸 1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曾千宸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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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佳作 TJ1-1031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Fantasy 幻想曲 1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周千慧 台灣

8 佳作 TJ1-1053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林郁書旺旺力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鄭司維老師 林郁書 台灣

9 優選 TJ1-1015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先勝奪旺-旺才報到 1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鄭鼎寶 陳冠維 台灣

10 優選 TJ1-1043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蔡武諺 1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賴惠如 蔡武諺 台灣

11 優選 CJ-0015-3102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全国大学生“旺旺”等级考试 1 渤海大学文理 09级文法系 无 孙鑫淼 大陸

12 優選 CJ-0018-3175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米米出世记 1 华北电力大学 广告学0801班 陈波 黄小栩 大陸

13 優選 CJ-0017-3131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葫蘆娃 1 南京师范大学 大三广告系 张雷 李甜甜 大陸

14 優選 CJ-0003-901 旺旺集團創意履歷表 个人简历——青春蜕变录 1 北京林业大学 艺术设计系 高阳 赵青 大陸

行銷企劃類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TK1-1035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會呼吸的城市 1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系 張佩娟 施懿容/蔡珈瑜/陳又瑄/湯怡佳/鄧旨君 台灣

2 銀犢奬 TK1-104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愛來新北市 I LIKE新北市 1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 蘇建州 倪千涵/林恩瑾/林瑞津/陳玟卉/陳峙中/陳喭圳 台灣

3 銅犢奬 TK1-1032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新綠能-新北市城市行銷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楊鴻翔 林玠里/薛琬樺/蔡昀真/廖文萍 台灣

4 佳作 TK1-1006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新北市‧心生活 New city new life 1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張依依、陳一香 胡筠瑩/許嫚芸/林思穎/林采葳/曹耀文/簡暉恩/曹桑澤 台灣

5 佳作 TK1-1054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Power City, Super Life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鈕則勳/唐聖瀚 趙婉婷/鍾宜珈/黃于凌/蘇意涵/蘇聖詠/袁承為/王兆毅 台灣

6 佳作 TK1-1071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彩虹之都 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黃韻竹/林于文/章淑婷/吳傑峯 台灣

7 佳作 TK1-1086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享受慢活 微笑你我 1 文化大學 廣告系 鈕則勳 葉丞軒/周志勳/李科進/張明安/姚明傑/洪仲霆/吳旻修/張景堯 台灣

8 佳作 TK1-109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城就設計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鈕則勳 黃懷褕/黃祺惠/陳思璇/陳虹吟/譚至彤 台灣

9 優選 TK1-1017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從心」看見新北市-Colorful City 1 銘傳大學 傳播學院 余淑芬 曾靖之/楊千宛/劉靜雯/莊凱帆 台灣

10 優選 TK1-1018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大城市，小台灣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鈕則勳 林純瑋／林芝呈／秦子文／吳尚儒／董宗鑫／朱霈琁／張正孝 台灣

11 優選 TK1-1034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絢夜．花香．新北市 1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翟治平 陳瑋翎/范雅玲 台灣

12 優選 TK1-1046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夢捕手Dreamcatcher 1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 鈕則勳 郭亮君/鍾嘉容/鄺祖瑜/李巧盈/李曉嵐/鄒安庭/喻悅倫/洪芊郁 台灣

13 優選 TK1-1061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綠色覺醒新北市 1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張佩娟 邱劭琪/劉盈/陳品潔/劉錦欣 台灣

主辦單位特別獎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主視覺獎 從缺

2 佳作 TL1-1082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深藏不露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陳政昌 張建豐 楊裕隆 楊正華 陳咸碩 台灣

3 佳作 CL1-0170-1407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最危險的創意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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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佳作 CL1-0171-14122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創意之旅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林振學，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5 優選 TL1-1016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準備好你熱騰騰的創意 1 復興商工 廣告設計科 林蓓菁 林佳緯 台灣

6 優選 TL1-1033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梳子篇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政昌/張建豐/楊裕隆/楊正華 林明賢 台灣

7 優選 TL1-112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飛刀篇、手榴彈篇、火箭筒篇 3 環球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系 胡文淵 劉永貴/黃品端/王雅杏/郭哲秀/劉柏君 台灣

8 優選 CL1-0119-10320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針鋒相對·洞悉者贏 1 北京市求實職業學校 无 周智 沈浩，嶽玲 大陸

9 優選 CL1-0152-11492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破繭 1 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 07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专业 無 楊雪，唐寬欣 大陸

10 優選 CL1-0166-12212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主視覺設計 創意風暴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 徐先鴻 大陸

主辦單位特別獎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最佳獎座設計獎 從缺

2 佳作 CL2-0139-1230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決犢獎座 1 廣西藝術學院 三策六计自由创意团队 梁新建，丁潔 廖均富，徐術偉，劉昱伯，羅錦波 大陸

3 優選 TL2-101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幼苗Seedling 1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須全 趙思涵 台灣

4 優選 CL2-0054-5463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鑽創意篇 1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无 无 衣海婷 曲星 大陸

5 優選 CL2-0105-1004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積智 1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07级艺术设计系 马锦天/吴哲 贾文利 大陸

6 優選 CL2-0145-11041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易立方 1 中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 06级平面设计二班 無 廖均富，徐術偉，劉昱伯，羅錦波 大陸

7 優選 CL2-5000-0009 時報金犢獎第二十屆主視覺設計或獎座設計-獎座設計 新生 1 北京市求實職業學校安貞校區 无 周智 王夢祺 大陸

技術類-文案對白項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M10-0014-2384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大肚篇 1 廣州美術學院 08级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系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張琳，招依琦，何靜雯，張文韜，陳振文，馮龍慶 大陸

2 銀犢奬 CM6-0098-13865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失去篇 3 大連大學美術學院 06级装潢设计 劉朝暉，關宇辰 劉清，姜濤，趙雲龍，任穎傑，藍卉，梁睿，楊振偉 大陸

3 銅犢奬 CM5-0047-9028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生活篇 1 福建工程學院 文化传播系 周華清 王偉龍 大陸

6 佳作 CM2-0042-8797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建築篇/動物篇/人物篇 3 福建工程學院 08、09文化传播系广告学 周華清 潘曉軍，袁周律 大陸

4 佳作 CM3-0056-10977 跨界-義守大學形象與招生廣告 東西篇/藍綠篇/左右篇 3 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人民大學 06级艺术设计、外国语学院 馬錦天 王昱婷，王安妮 大陸

7 佳作 CM5-0043-8755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盲文篇 1 河南工業大學 新闻传播学院广告学 許俊義 張帆，馬晨，孫婧，劉倩倩 大陸

8 佳作 CM5-0062-11790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JUSTUS TIME 篇 1 暨南大學 无 無 廖宇莉 大陸

9 佳作 CM5-0064-10860 JUST US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JUST US 7% 1 華南理工大學 SENSE工作室 广告学 韓鎂，於小川 彭嘉穎，陳穎欣，鄭維聰，雷東波，張中寶，陳琛 大陸

5 佳作 CM10-0010-2375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永和豆漿—老地方見三篇—走廊篇、電梯篇、公車篇 3 廣州美術學院 08级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系 胡川妮，張團新，戴秀珍 張琳，招依琦，何靜雯，張文韜，陳振文，馮龍慶 大陸

10 優選 CM10-0069-11846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戀愛時光（女生篇，男生篇） 2 廣西藝術學院 影视与传媒学院 丁潔 覃水嬌，陸嘉連，邢婷婷，賴娟娟 大陸



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 得獎獎名單(2010.06.13)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2                                                                                           22                                                                                           22                                                                                           22                                                                                           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A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 , ,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CHINA,,,,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技術類-美術設計項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TN2-1018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犀牛篇/海象篇 2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鄒永勝/劉勝雄 江芷青 台灣

2 銀犢奬 CN2-0118-14393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為時已晚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鄧謀，吳文星，沈觀沛，孫辰星，劉琪，蔡宋濤，全國偉，沈增輝，肖思如，孫微，林永鏗 大陸

3 銅犢奬 TN1-1011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台北，花雨 1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杜雅雯 徐歆宜 台灣

5 佳作 TN2-103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最後的風景 3 台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 蕭嘉猷 黃邦銓／丁伯慶／彭凱盟 台灣

4 佳作 TN6-100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Royal age 1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蔡靖國 趙玟傑/林盟凱/林浩翔/李耀維 台灣

6 佳作 CN6-0121-14227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近墨者篇-滑板篇 近墨者篇-街舞篇 2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7 優選 CN2-0041-780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地球很“危險” 1 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 08艺术设计6班 無 何俊濱，蔡允紹 大陸

8 優選 CN4-0124-1448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舌頭的愛 1 中國傳媒大學 广告学院08艺术设计 無 陳晨曦，黃濤，王小莎，康清，劉永暢 大陸

技術類-CF製作技術(電視及動畫)

序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作品編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系列件數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創意小組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 金犢奬 CO6-0002-3594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Play with Design 1 中國傳媒大學 07动画 無 07廣告學 阮碧君，07動畫 朱菁，07動畫 陳菲儀 大陸

2 銀犢奬 TO1-1002 藝文台北．台北好Young藝術祭廣告設計 藝文臺北 臺北好Young 1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廖兆斌 / 廖崇政 林益鋒 台灣

3 銅犢奬 CO6-0015-14073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吾自由舞自在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4 佳作 TO6-1006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Clay City 1 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志忠/劉懷幃 韓梅婷/范綱燊/張凱強/林耕平 台灣

5 優選 TO6-1002 Royal Elastics品牌形象創意設計 Colorful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慶鴻 朱致宏/劉建成/連惠琪/傅士源/史宗勳 台灣

6 優選 TO8-1002 繽紛 幸福 宜居 新北市 -- 2010 新北市的城市行銷 wow ! new taipei 1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 廖兆斌 / 廖崇政 林益鋒 / 蔡修豪 台灣

6 優選 CO2-0016-14076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舉手之勞篇 1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华南农业大学黑天工作室 陳兆雄，徐先鴻，秦雨琪，關曉輝 肖思如，沈觀沛，吳文星，孫微，全國偉，林永鏗，孫辰星，劉琪，沈增輝，鄧謀，蔡宋濤 大陸

序號 獎項 作品編號 產品/服務名稱 作品名稱 系列件數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創意小組 地區

1 平面廣告類 TA2-1015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牛先生的脾氣/羊小姐的貪婪 2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鄒永勝 江芷青 台灣

2 平面廣告類 TA4-2121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牛頭牌-最潮"牛"的滋味 1 東方技術學院 美術工藝系視覺傳達組 曾孟如 陳柏年 台灣

3 平面廣告類 TA4-2366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 有拌真好 1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廖慶華 鍾宜儒/吳金儒/王雅俐/陳奕君 台灣

4 電視廣告類 TB2-105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骨牌效應 1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林皇耀/謝珮雯 阮俊維/林宥村 台灣

hiChennal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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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廣告類 TC9-1027 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因為有你 1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俊雄 林芳廷/李筱平 台灣

6 廣播廣告類 TD2-106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地球暖化-喪禮篇 1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露心 周以婷/吳婧瑜/張瑜庭/林亞萱/陳霈玟 台灣

7 動畫廣告類 TE2-104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泡水的玩具熊 1 修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盧慈偉 何宗憲/陳渝媗 台灣

8 環境媒體廣告類 TF2-1040 台北6636全球暖化公益廣告設計 人人有罪 1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張建豐 黃彥程 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