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畢業製作第 19 屆第 7 次審查結果 

製作方向 主題 組員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平均 

形象設計 

浮想 

10118028 廖冠瑀、10118010 廖家祥 

10118080 陳怡如、10118036 簡嘉儀 

10118012 陳建元、10118104 邱微斯 

劉棠思老師 林佳鴻老師 84.33  

書籍設計 動物農莊 10018012 林韋辰、10118038 楊佳寶 

10118060 蔡冠如、10118110 高瑋婕 

李慧芳老師 高玉麟老師 84.69  

書籍設計 十七日 10118002 張傑淋、10122061 劉芷均 李慧芳老師 林佳鴻老師 76.69  

書籍設計 黴控 10118103 黃奕鈞、10118106 李翊誠 

10118089 周芷薇、10118015 溫庭玉 

徐洵蔚老師 高玉麟老師 81.54  

書籍設計 盲見 10118027 魏至瑩、10118077 陳玟君 

10118107 林佳盈、10118113 林仟喻 

10118141 徐民昌 

陳崑鋒老師 洪瑞駿老師 84.25  

書籍設計 別人 10118019 陳汲篁、10118111 施昀秀 

10118061 白郁聖、10118045 劉舒綺 

陳崑鋒老師 洪瑞駿老師 83.42  

書籍設計 

文創商品 

蓪心園 10118029 陳介華、10118041 林奕孜 

10118055 林奕綺、10118115 盧琳璐 

10118121 陳瑜如、10118093 洪偵聆 

10118117 溫馥瑄 

林媛婉老師 洪瑞駿老師 82.08  

包裝設計 

形象設計 

天天饅頭 10118003 馮于倩、10118007 郭益源 

10118013 黃詩雯、10118025 林姿吟 

10118071 陳媁婷、10118092 蔡雅涵 

呂昭慧老師 高玉麟老師 86.92  

包裝設計 

形象設計 

WellBee 10118031 謝維玲、10118049 陳惠雪 

10118051 王昀瑄、10118081 王思瀅 

10118105 紀政成 

王桂沰老師 洪瑞駿老師 85.25  

文創商品 仙過趣 10118017 劉彥慈、10118099 江采儒 

10018043 方宣翔、10118067 鄭佩玲 

劉棠思老師 馮偉中老師 77.92  

文創商品 相生 10018133 高佳瑜、10118053 林芳綺 

10118065 洪涔裴、10118069 黃馨儀 

10118101 徐杏茹 

林媛婉老師 高玉麟老師 77.23  

文創商品 身存 10118006 許鏵方、10118056 王媺媺 

10118072 蔡佳穎 

徐洵蔚老師 高玉麟老師 82.46  

文創商品 林園今夢 10118005 黃珮俞、10118050 潘巧文 

10118063 方小予、10118073 陳泠儒

10018137 林昶志 

曾培育老師 林佳鴻老師 82.67  

形象設計 南屯犂頭

店 

10118026 林昱君、10118044 黃文憲 

10118100 李家瑜、10018106 吳偲綺 

陳崑鋒老師 高玉麟老師 87.00  

形象設計 耕耕好茶 10118024 林巧彤、10118076 呂亞靜 

10118116 林旻儀、10120105 黃軒亞 

10118064 秦蘭 

林慶利老師 洪瑞駿老師 84.45  



製作方向 主題 組員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平均 

形象設計 微薰小鎮 10118042 謝依紋、10118046 詹謦瑜 

10118048 郭瑀彤、10118066 謝佩潔 

李其瑋老師 高玉麟老師 85.17  

形象設計 糖水檔 10358003 陸耀均、10358001 林慧心 

10118143 謝欣芮、10118125 張以原 

呂昭慧老師 馮偉中老師 80.00  

形象設計 相金 10118098 宋絹蕙、10118128 蔡美玉 

10118096 陳冠均、9918084 洪麗瑀 

劉棠思老師 洪瑞駿老師 81.75  

包裝設計 憨金 10118004 葉珮沂、10118018 陳洪晟 

10118054 李苓菊、10118068 劉沅采 

10120069 陳佩欣 

王桂沰老師 洪瑞駿老師 87.75  

包裝設計 果子裡 10118052 黃翊慈、10118088 邱玫甄 

10118090 王子宣、10118120 謝依靜 

林慶利老師 高玉麟老師 85.67  

包裝設計 茶三味 10118039 謝昌霖、10118047 趙健翔 

10118037 張子萱、10118097 謝寰廷 

10118057 鍾旻弦 

林慶利老師 洪瑞駿老師 85.67  

包裝 套起 10118416 陳品蒨、10118414 張紫薰 蔡坤年老師 蔡坤年老師 77.36  

海報設計 形式‧刑

事 

10018040 黃家勁 劉棠思老師 馮偉中老師 
67.83  

互動媒體 Limpid 10118122 蔡的庭、10112052 吳岱穎 

10112053 劉宛諭 

李其瑋老師 林佳鴻老師 75.50  

動畫 悸憶 10118078 徐培甄、10118114 白欣怡 

10118132 李觀源、10118124 李岳蓉 

郭原昌老師 馮偉中老師 85.83  

動畫 花 10118016 林晏謙、10118034 林宥均 

10118070 王翊庭、10118086 吳宜蓉 

10118102 何穎、10118112 張嘉容 

郭原昌老師 馮偉中老師 80.08  

動畫 魔法少女-

林若語 

10118085 廖致勝 郭原昌老師 馮偉中老師 
78.91  

動畫 THE MAZE 10118001 曾婉慈、10118035 廖元慈 

10118043 王家鴻、10118083 謝牧岑 

10118119 陳冠廷 

林佳鴻老師 林佳鴻老師 88.82  

動畫 Turning 

the Page 

10118009 李宜欣、10118011 林彤芸 

10118059 李虹澐、10118135 蘇韋益 

10136020 張君瑜 

林佳鴻老師 林佳鴻老師 89.25  

動畫 吃光 10118030 何婉瑜、10118032 陳晏潔 

10118108 林俊德 

林佳鴻老師 林佳鴻老師 84.83  

動畫 黑影森林 10118118 蘇家逸、10118020 廖寧 

10118040 羅莉淇、10118058 陳幸冠 

10018068 鄭淵升 

黃俊明老師 馮偉中老師 8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