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創作者姓名

1 BS-2022-000146 【MIAO的海洋幻想】系列IP明盒 季瑾宣

2 BS-2022-000083 元武士 史亮

3 BS-2022-000478 蔬菜星創想 梁冬玥

4 BV-2022-000418 琵琶一曲世千年 王繼輝 / 曾佳麗 / 簡昕瑩 / 湯曼莉莎 / 韋澤域

5 BV-2022-000366 生·脈 馮奕 / 何文恩

6 BV-2022-000419 關於粵劇的一場數字夢境 羅祉慧 / 汪雨璁 / 梁儷馨 / 朱梓豪 / 王繼輝 / 李雯

7 BV-2022-000429 流 高滿君

8 BP-2022-000379 童心 李春霏

9 BV-2022-000435 另類凝視 高滿君

10 BV-2022-000202 黑水 陳藝杉

11 BV-2022-000024 今戲何昔 姜瀟奕

12 BV-2022-000036 失意人 石曉鵬

13 BP-2022-000054 Astronaut Star 動物宇航員 趙威

14 BV-2022-000355 往生咒 - 方正vr線上藝術展 陳熠冉 / 李文靖 / 蕭競寰 / 梁楊世碩 / 文鵬飛

15 BV-2022-000158 罔 王澤君 / 吳佳睿

16 BS-2022-000129 朋克DESHAM 馬日扶

17 BP-2022-000329 海洋遷徒者 張馨冉

18 BS-2022-000144 【我的世界只有你了】治癒系玩偶明盒 季瑾宣

19 BP-2022-000506 Rocket Shark 魏詔穎

20 BP-2022-000079 Echo - IP 彭笑天

21 BV-2022-000404 萬物生 呂淑茵 / 羅祉慧 / 張童暉 / 周璐琳

22 BS-2022-000358 數字遺書 邱炳坤 / 鄭薇薇 / 陳宇晗

23 BV-2022-000420 虛擬IP - MIRROR 羅祉慧 / 區靖 / 劉怡然 / 王繼輝

24 BV-2022-000147 未來主義末世蟻 麥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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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組：未來設計師的宇宙重啟計畫



25 BP-2022-000070 植物化工廠 唐欣宇 / 孟洋

26 BV-2022-000398 古蜀文明 王梓童

27 BP-2022-000401 奇幻世界 李一

28 BV-2022-000399 痕跡 黃拓思 / 盧梓維

29 BP-2022-000415 吞噬 黃誠

30 BP-2022-000371 外星人 姜思遠

31 BP-2022-000378 機械與運動 李春霏

32 BV-2022-000380 控制 劉一飛 / 李冰

33 BS-2022-000433 元宇宙破繭計畫 - MIYA未來虛擬人 鄒昕言 / 羅玉玲 / 曾佳麗 / 黃議瑩

34 BP-2022-000444 副本 張詩苒

35 BP-2022-000162 耳斯 - AI-nft系列 王奕馳

36 BS-2022-000145 【WAN.雨林日記】系列菌子明盒IP設計 季瑾宣

37 BP-2022-000155 成都IP設計 姚雨萌 / 劉盈

38 BP-2022-000201 元宇宙概念IP形象設計 黃紫瀾

39 BS-2022-000206 做個球！ 何鉑鑫

40 BV-2022-000203 性別馬戲 陳藝杉

41 BP-2022-000227 KNIGHT — 騎士 劉沐坤

42 BS-2022-000110 浮夢 - 宇宙兔 張璐瀟 / 武守信

43 BP-2022-000096 宇宙幻想博物館 王恒香

44 BP-2022-000053 細胞流體畫 賴小莉 / 熊雙

45 BP-2022-000030 哢噢 莫家昌

46 BP-2022-000513 long legs planet 李日凱

47 BV-2022-000350 Marginal traveler 劉宇

48 BS-2022-000101 粘糕教父 史亮

49 BP-2022-000417 遠空 黃誠

50 BP-2022-000038 孿生城 丁藝程 / 黎雨森 / 汪作浡



序號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創作者姓名

51 CP-2022-000584 藏徊斑竹 周星龍

52 CV-2022-000031 重譯建築史 - 在地過往 姜瀟奕

53 CP-2022-000309 立春 黃誠

54 CP-2022-000516 Panda X 賴依婷 / 唐耀鋒

55 CS-2022-000571 建築系列 - 未來城 張冠喬

56 CP-2022-000324 漢代帛畫新暢想 郭得偉

57 CS-2022-000316 白雲蒼狗 - 迎風去 丁羽佳

58 CP-2022-000448 潮流西遊主題藝術圖示設計 唐佳路 / 楊牧雨

59 CP-2022-000200 絲映敦煌 - 敦煌瑞獸文創設計 李佳琪

60 CS-2022-000196 共生 陶成龍

61 CS-2022-000195 摘星攬月 陶成龍

62 CS-2022-000091 瑜伽熊貓 段秀森

63 CP-2022-000493 重構·山水 涂宇嘉

64 CP-2022-000063 24節氣 時權

65 CS-2022-000194 福虎賀歲 陶成龍

66 CP-2022-000201 東方古蜀三星堆 張倩菁 / 金怡彤

67 CP-2022-000255 福祿壽喜 黃文傑

68 CV-2022-000529 詩經風雅，萬有相通 萬耘彤 / 賈震 / 周曉晨 / 李一葦

69 CP-2022-000298 小飛柔旅行流浪記 黃俊龍

70 CP-2022-000286 山荷錦繡 翩躚青花 王澤君 / 吳佳睿 / 王澤君

71 CP-2022-000490 賽博古樂兔 王剛 / 王雪婷

72 CP-2022-000523 繁華 李一

73 CS-2022-000025 CYBER-LOR 石俊峰

74 CV-2022-000373 絲路之旅 閔慧 / 黃俊祺

Ｂ組：看見東方美原創NFT圖像



75 CP-2022-000514 脊獸萬象 牟敬照 / 苗茂 / 單鈺淞

76 CP-2022-000586 築字 李敖 / 夏慷銘

77 CP-2022-000526 詩經風雅，萬有相通 萬耘彤 / 賈震 / 周曉晨 / 李一葦

78 CP-2022-000202 《本草綱目》ui設計 周小惠 / 邢子涵

79 CV-2022-000539 唐妝 徐海玲

80 CP-2022-000538 蠶桑絲綢的宇宙之旅 杜則禹

81 CP-2022-000482 古蜀文化·三星堆·設計再創作 趙洪寶

82 CP-2022-000605 穿越山海經 郭淩瑄

83 CP-2022-000574 Dragon series Bry.An Jefry

84 CP-2022-000295 黑貓具樂部【訐譙貓】 黃俊龍

85 CP-2022-000306 元氣少女 國潮IP 劉慶

86 CP-2022-000325 金陵十三釵 郭得偉

87 CS-2022-000322 《易》系列其二 賴傑斌

88 CP-2022-000350 失落的城市之美 黃俊龍

89 CP-2022-000265 cyber circus ip design dumbo 孫瑩瑩 / 張心如 / 董溪然

90 CS-2022-000144 維度進化 - 八腳螅 于法屹

91 CP-2022-000073 小猴子IP設計 時權

92 CS-2022-000093 熊貓NO2 段秀森

93 CP-2022-000059 東方神廟 陳行

94 CV-2022-000052 新千里江山圖 劉慶

95 CP-2022-000029 輪回 張婉翎

96 CS-2022-000528 九歌十神IP 李雨蔓

97 CV-2022-000006 西藏朝拜 - 六字箴言 任安然 / 倪文君

98 CS-2022-000018 淩芸坐臥虎 羅繼松

99 CS-2022-000166 ollie family國潮系列 史亮

100 CP-2022-000035 東方國風建築 項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