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畫類2D動畫組
2021AN2D0060 榮光之下 金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AN2D0021 殘存時光 銀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2021AN2D0031 沙漠裡的魚 銅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AN2D0030 姊弟 優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AN2D0131 歐洛伯洛斯 優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動畫類3D動畫組
2021AN3D0020 貓咪水樂園 金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2021AN3D0151 洄 銀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2021AN3D0028 交戰 銅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2021AN3D0138 不好意思 優選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2021AN3D0189 微光 優選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動畫類實驗與混合媒材動畫組
2021ANOR0087 CRUSH ON 金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2021ANOR0007 有BEAR而來 銀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2021ANOR0031 失序 銅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2021ANOR0019 我回來了 優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2021ANOR0023 浮沉 優選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動畫類創意企劃組
2021ANCR0284 榮光之下 金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行動應用類軟體內容組

2021APP0003 愛台客 金獎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2021APP0064 啵浪谷 銀獎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2021APP0035 台灣好機車 銅獎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2021APP0045 智慧型門診預約掛號系
統 優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2021APP0052 益耳 優選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行動應用類軟體內容-創意企劃組

2021APC0037 愛台客 金獎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2021APC0069
數位化的周邊性顏面神
經麻痺患者身心照護輔

具
金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跨領域類跨領域組
2021CO0035 日日是好日 金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2021CO0015 低級自由 銀獎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2021CO0121 未來簡單市 銅獎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2021CO0156 GroundFlow-VR流體觸
覺回饋之地板裝置 優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2021CO0065 講透透 優選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跨領域類創意企劃組

2021CC0143 限時清單 金獎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遊戲類行動遊戲組
從缺 金獎 從缺

2021AG0039 美溺 銀獎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2021AG0042 蝴蝶旅社-潛伏 銀獎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2021AG0046 旅帳 銅獎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AG0001 反思夢遊 優選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2021AG0019 莫忘書衷 優選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2021AG0028 無間 優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2021AG0061 今日の比奈 優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遊戲類PC遊戲組
2021PG0109 亞路塔 金獎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2021PG0046 惶蟲 銀獎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PG0107 繼生 銅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2021PG0140 你是一隻胖倉鼠 銅獎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2021PG0257 Recall : Empty 
wishes 銅獎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2021PG0021 渡鴉 優選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2021PG0101 超級方塊 優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2021PG0186 Pascha 優選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2021PG0224 蚊子人 優選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

遊戲類VR遊戲組

2021VG0031 蟬與花 金獎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從缺 銀獎 從缺
從缺 銅獎 從缺

2021VG0009 盲武士 優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2021VG0048 海爾格利亞 優選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遊戲類創意企劃組
2021CG0001 黏膩接收：傳光者 金獎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平面類產品設計組

2021VIPD0160 壤壤上口 金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2021VIPD0197 神明衫 銀獎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PD0673 末未合作社 銅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PD0360 原物力 優選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PD0609 工尺-01 優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平面類傳達設計組

2021VICO0512 RE：VOLUTION 金獎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CO0683 混 銀獎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2021VICO0014 原物力 銅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CO0103 無以名狀 優選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2021VICO0527 寄日子 優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平面類創意企劃組

2021VICR0303 襪系逮丸郎 金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行動應用類數位影音組

2021MO0118 寂靜之戀 金獎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 傳播藝術系

2021MO0087 思慕魚 銀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2021MO0171 牽亡 銅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2021MO0050 三顆馬達 優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2021MO0178 莉莉 優選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
學 影視藝術系

2021MO0090 明天還想吃地瓜
球 新銳大賞 大葉大學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行動應用類數位影音-創意企劃組
2021MC0016 順心 金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最佳指導老師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謝承勳

最佳空間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搖滾思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後日建構所》

最佳學校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設計擂台
2021VIPD0160 壤壤上口 嘖嘖特別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2021VIPD0673 末未合作社 沿岸製作特別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CO0014 原物力 貝殼放大特別獎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CO0512 RE：VOLUTION Studio Shikai 特別獎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21VICO0683 混 日目247Visualart 特
別獎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2021VICO0372 社區設計X新社中
和 三頁文特別獎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遊戲擂台

2021PG0109 亞路塔 宇峻奧汀特別獎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
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2021AG0039 美溺 放視葛葛特別獎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2021AG0061 今日の比奈 鈊象電子特別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PG0046 惶蟲 創夢市集特別獎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PG0107 繼生 泥巴娛樂特別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動畫擂台
2021AN2D0060 榮光之下 最佳新星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AN2D0031 沙漠裡的魚 最佳劇情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2021ANOR0087 CRUSH ON 仙草影像特別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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