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0510-1857 急救充氣擔架 吳郁心 朱旭建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0642-2429 LIGHTAID 郭馨媛/倪偉星 吳昌熾/王鴻祥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1074-4302 魚樂圈(保麗龍替代計畫) 徐廣澤/林子翔 郭家瑋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0007-0029 自由自載 蔡昱丞/廖培雯/周志軒/吳胤銓 林成發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1364-5438
TUNNEL KEEPER 隧道緊急消防

救護載具
陳威奇/邵映慈/歐淑青/許瀞心 陳亞麟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產品設計類 YPD-2021-01-1001-3997 GSVENDER機車用小型菜攤設計 鄭羽彤 陳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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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232-3140 虎井嶼/新地景 倪貫倫/吳朝欽 陳俐廷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316-3979 大埔藝術聚落 劉璨瑜/陳盈慈 鄭仁欽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027-0853 掘·覺 高葳/徐嫚孺 柏永青/林裕峰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443-5255 陳舍續生 梁皓瑋/黃芷君 劉凱群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271-3527 預製空隙 范揚漢/盧德璽 方鳳玉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空間設計類 YPD-2021-02-0177-2453 日常對話美術館 秦健豪/陳孟均
施建邦/顏敏傑/林立韙/周天民/

李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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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412-3370 个亇 朱德芸 林曉瑛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249-1934 補竹 陳昱晴 林曉瑛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135-0928 褪展 李佳欣/洪珮蓉/楊采陵/陳毅 林福年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328-2749 檜意 許琬庭 蔡玉珊/黃昭瓊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319-2650 養銹曆 陳愉安/鄭伊辰/蘇海晴 黃儀婷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工藝設計類 YPD-2021-03-0252-1947 蚵殼擴香飾品計畫 林柏瀚/彭詩薰 陳國珍/陳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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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812-5535 Going Down
林翰祥/凃家暄/吳湘琳/徐淋琦/

顧祺
李尉郎 /林俊傑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758-5298 蓬萊生財錄 江玉平/曾惟之/陳玉謹/周庭安 王用賓/卓展正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086-0838 神明衫
吳美嬡/呂慈昀/林少淇/林佳盈/

王侑方/洪茉莉
黃致倫/陳建勳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774-5366 RE：VOLUTION 陳瑛皞 郭中元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178-1550 動尺動尺 林芷歆/陳品樺 鄭司維/施皇旭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傳達設計類 YPD-2021-11-0251-2054 壤壤上口 張雅茜/王靖蓉 鄭司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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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194-3755 你是一隻胖倉鼠
謝文偕/楊詠恩/林俊利/陳家弘/

葉岱昀
鄧樹遠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

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078-1746 亞路塔

黃姵瑜/林劭寬/吳百玉/柯志冠/

林湘潔/洪敏軒
黃永銘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114-2522 盲武士 陳廷愷/陳人豪/黃柏竣/張顥騰 宋恆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181-3632 永恆之火-REVERSE
蔡明樹/樊昱辰/劉耀之/花意紘/

陳冠霖/林品豪/吳宜潔
陳慶駿/楊東華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243-4709 蚊子人
黃信凱/王之穎/張嘉巖/李仁琪/

陳祺之
翁鉅奇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數位互動設計類 YPD-2021-09-0242-4699 殭姿
馬祺鈞/陳佳儀/李紹安/林沐賢/

鄭嘉文/李建霆
陳瓊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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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387-4090 交戰 董恆瑞 劉邦耀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198-2278 Under The Medal 榮光之下 劉螢螢/謝慧心/梁緻均/賴郁涵 劉景程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136-1470 瘋子 鄧智維 劉邦耀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045-0468 夢的河流 黃秉安 劉邦耀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482-5454 三浮 莊惠萱 林皓申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數位影像設計類 YPD-2021-10-0105-1200 CRUSH ON 曲書毓 蕭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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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019-0182 全球性警報-W
張雅婷/王俊傑/方曉恩/謝鎧如/

鄭伃庭
吳婉渟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411-3515 元氣無常 黃蕾 高元龍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028-0249 19°C 黃子恩 覃康寧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287-2140 沙發的獨角戲 褚耘成 施雅玲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328-2487 歡迎光臨，即食派對！ 張晏綾 覃康寧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類 YPD-2021-05-0123-0934 星期一的登月計劃 蔡惠亘 覃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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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016-0106
康思貝-緊急避難所私人空間之研

究規劃
林秀燕/李庭緯/林采蓉 林成發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638-4674 長照火災逃生擔架 朱鎔基/王羽漢 林楷潔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034-0245 處方箋快遞M+ 賴謙忱/許芳萍 李鍇朮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011-0083 FireLine消防水帶機動車 賴謙忱/許芳萍 李鍇朮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060-0358 農田守護者 賴謙忱/許芳萍 李鍇朮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社會設計類 YPD-2021-08-0079-0471 犀利控 黃聖倫/林芷嫣 李鍇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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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項 學校 科系 參賽類別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1 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44-3534 FS BEAST 邱士軒/徐卉盈/陳湘沄 李鍇朮

2 金點新秀設計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23-1683 GOGO!鳥仔咖 許瑋珊/唐語謙 王藝蓁/陳劭農

3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49-3798 家電先生 黃聖倫/林芷嫣 李鍇朮

4 金點新秀設計獎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64-4337 磁力七巧板互動玩具 賴昱伶/楊鈞翔/黃子剛 陳建志

5 金點新秀設計獎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18-1079 工業廢水汙染河道淨化載具 楊凱瀚/李昱謙 李鍇朮

6 金點新秀設計獎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產學合作設計類 YPD-2021-12-0098-5537 6Y12M 改造兒童手冊 梁佳鈺 郭文馨/羅光志/羅逸玲/張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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