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四屆「創意 X原創 Vtuber 角色設計大賽」暨全大運主視覺設計大賽決賽入圍名單 

Vtuber 高中組 

 

 

 

 

序號 姓名 學校班級 作品名 

1          洪文生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_廣告設計科_3年 11 班  來打排球吧!! 

2 賴擇凱 能仁家商_藝二忠 奧娜多 

3 葉巧雯 景文高中_廣一 1 哲律 

4 洪薇臻 三信家商_廣設科 207 凌卡 

5 蔣孟翔 大安高工_資訊一甲 LSH-EC01(E-vi) 

6 林庭溱 家齊高中_普通科 202 星 star 

7 朱家儀 東海高中_動三甲 噠諾 

8 任嘉欣 彰化縣立私立大慶商工_多媒體動畫科-2 忠 莉蓮 

9 黃蔡妮 景文高中_廣設科-1 羽榮 

10 連玎霏 育成高中_110 悠妮 

11 李功悅 景美女中_三年忠班_李功悅 Ula(優拉) 

12 郭姵誼 光華高中_多二義_郭姵誼 赫達 

13 劉秀亭 景文高中-廣設科-1 排球女孩 

14 張羽希 景文高中-廣告設計科-1 Ysnsb 

15 陳玉潔 桃園壽山高中_313 清寧 

16 謝幸倫 景文高中_廣告設計科 小榮 

17 高芯悅 景文高中 _廣設科二年一班 榮兒 

18 廖乃鋆 景文高中_廣設科二年一班 星埃 

19 吳芸熙 景文高中_廣設科二年一班 Nihil(倪賀) 

20 陳威佑 景文高中_廣設科二 1 無名‧唯 

21 謝其蓁 景文高中 廣二一_謝其蓁 排球少女 

22 陳少徫 景文高中_廣二 1 默羽 

23 陳羽柔 景文高中_廣設科二年一班 筱蓉 

24 吳盈瑩 景文高中_廣二一 鶴宇 

25 林立暘 東海高中多媒體動畫科 Mika 

26 陳亭瑜 東海高中-多媒體動畫科-三年甲班 Saixiliya 

https://dweb.cjcu.edu.tw/coii/news/33941


 

 

Vtuber 大學組 

  

序號 姓名 班級 作品名 

1          林萱臻     數位 4A 細亞 

2 黃柔綺 數媒 3B 競技啦啦隊長-Bonnie 

3 羅悅庭 美術系 4A 葉立廷 

4 王珮涵 數媒系 3B  露易絲 

5 詹佳怡 資訊暨設計系 1C  伊萊 

6 江旻璇 數媒 3B  希蒙 

7 呂林穎 數媒系 3A Gloria 葛羅瑞亞 

8 李苡柔 資設 1C Sally 

9 汪家瑜 數位系 4A  莉莉 

10 劉子敬 數媒系 3A  蓓蘆思 

11 江芬妮 資管 4A Nezt 

12 劉怡娟 數媒系 2A Sora 

13 梁育菁 數媒 2A_梁育菁_律 律 

14 黃威翰 數位 4A  露比 

15 王昶斐 資設系 1C 庫力克 Kuriko 

16 陳希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3A Cynthia 



 

LOGO 組 

序號 姓名 班級 

1          楊珣 高師大_視設碩一 

2 林芸彤 長榮大學_數媒 2A  

3 李堉熏 長榮大學_數媒 2A 

4 張庭瑜 長榮大學_數媒系 2A  

5 李家淳 台中科技大學_商設二 1  

6 吳佳芸 致理大學_夜設四 B  

7 林佳萱 東南科技大學_ 數位媒體設計系二乙 

8 蘇亭如 長榮大學_數媒系 1A  

9 許晏芝 育達科技大學_時尚系進 4A 

10 陳建穎 長榮大學_數媒系 2A  

11 賴秉辰 國立中央大學_地球科學學院學士班 2  

12 陳妤綸 臺中教育大學_美術系 四甲  

13 曾鈺庭 長榮大學_數媒 2A (作品 1) 

14 曾鈺庭 長榮大學_數媒 2A (作品 2) 

15 簡紫耘 長榮大學_文創系 2A  

16 洪翊綺 長榮大學_文創系 2A  

17 劉展鴻 長榮大學_數媒 2A  

18 簡佑恩 長榮大學_數媒系 2A  

19 郭豈伶 長榮大學 數媒 2A  

20 吳僑恩 長榮大學_數媒系 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