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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昕楠、周瑾 艺术学院 “几何”产品图案设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05 三等奖 省级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2 刘卓君、潘雅姿 艺术学院 “枣生桂子”系列喜饼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2017届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 吴俊杰 艺术学院 ”趣悦“酒店包装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4 陈晓薇、麦继滔 艺术学院 《ALIENWARE》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二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 全国高校艺术

与设计作品征集活动

5 高曼彬 艺术学院 《noble》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艺术与设计教育

分会
01 三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
与设计作品展评

6 黄水豪、游远超、李梓珊 艺术学院 《Warm Space》
主办机构：广东省家具协会  协
办机构：江门健威家具装饰有限公

司

03 一等奖 省级
华笔奖•第七届“健威杯”板式家具设

计大赛

7 徐铭岳、何嘉欣 艺术学院 《We wood》
广东省家具协会、广州市百利文仪

实业有限公司
03 一等奖 省级

华笔奖·第六届“百利杯”办公家具
创意设计大赛

8 陈雅青 艺术学院 《斑马线，生命线》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
12 三等奖 省级

广东省安全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创意大
赛

9
刘瑾瑜、黄子恩、林丽惜、彭

子晖、宋丹婷
艺术学院 《伴你成长每一刻》 09 三等奖 省级 大学生广告艺术比赛

10 刘广威 艺术学院 《孤单心事》
广东省本科高校动画，数字媒体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广州国家广告

产业园，广东广佛轨道交通有限公

08 一等奖 省级
广东省大学生原创动画大赛暨“同城

梦”广佛地 铁艺术设计大赛

11
苏雅伦、张海涛、钟锦浩、林

秀岚、邓丽坚
艺术学院 《镜菱体验馆》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一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与
设计作品征集活动

12 杨珂 艺术学院 《狂犬病》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01 三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

与设计作品展评

13 钟锦浩、丘志勇、陈小顺 艺术学院
《少即是多——小户型空

间设计》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二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与
设计作品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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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麦敏儿、毛莹莹、梁铭、王小

清
艺术学院 《维他柠檬茶》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一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

15 彭子晖、刘瑾瑜、宋丹婷 艺术学院 《我》 09 三等奖 省级 大学生广告比赛

16 李恩兰 艺术学院 《无题》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艺术与设计教育

分会
12 二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与设计
作品展评

17 林云怡 艺术学院 《艺下企水，术造外田》 广东省教育厅 02 三等奖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2016年“我的中
国梦”——“立志·修身·博学·报

国”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志愿服务大

18
吴义兵、邹滨若、黄崇宇、刘

泳欣、刘海清
艺术学院 《悠悠水岸》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教育部
高等学校纺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浙江省拼布协会 、浙江省民

10 一等奖 国家级
22017第三届“唯金杯”中国拼布创意

设计大赛

19 张蓓莹 艺术学院 《走向光明》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
厅 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03 三等奖 省级 第六届广东大中专学生书画大赛

20
詹伟宇丘志勇陈智鸿何家俊李

文党
艺术学院

<阅步人生--儒文化概念体
验馆>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二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与设

计作品

21 陈正宇 艺术学院 Bus Escape Airbag 广东省教育厅 09 三等奖 省级 2017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工业设计大赛

22 周俊庭 艺术学院 Free Office Space 广东省家具协会 03 一等奖 省级
第六届“中泰龙杯”办公家具设计大

赛

23 丁婉玲 艺术学院 缤纷小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

员会
07 三等奖 省级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24 许思敏王卉 艺术学院 不想见血就喝酵苏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09 一等奖 国家级 2017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25 谢剑兴郑鑫 艺术学院 不一样的SHOW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教育部高
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

09 一等奖 省级 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大赛

26 张筱涵 艺术学院 朝着总决赛进发
体育总局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中

国科学院办公厅
09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科研类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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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张笑男 艺术学院 打印装订一体机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
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协会、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10 一等奖 省级
第十一届广东大中专学生科技学术节
之第一届广东大中专学生设计艺术手

绘技能大赛

28 江惠萍李小怡 艺术学院 灯泡包装设计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2017年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29 刘澍茵 艺术学院 钢琴曲《春舞》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中国通俗文艺
研究会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

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金会 中艺工

12 二等奖 省级 第十四届德艺双馨中国文艺展示活动

30 黄秋菊温影雪马红梅 艺术学院 呼噜面条包装装潢设计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1 黄水豪李梓珊 艺术学院 简office
广东省家具协会  广州市百利文仪

实业有限公司
03 二等奖 省级

华笔奖•第六届“百利杯”办公家具创
意设计大赛

32 麦继滔连文雪高曼彬钟声河 艺术学院 绿色共生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12 一等奖 国家级
“国青杯”心艺人生·全国高校艺术

与设计作品展评

33 林伟淳罗迪 艺术学院 盲人香水/组合式香水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4 钟梓琳张少妍 艺术学院
猫咪涂抹式吊坠香水\木质

盲人香水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5 张诗瑶周瑾周昕楠 艺术学院 梦安可-防滑香皂盒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二等奖 国家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6 罗燕婷 艺术学院 念茶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7 陈创荣 艺术学院 清·竹 福建省林业厅 11 三等奖 省级
第二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

赛

38 陈虹颖 艺术学院
清水长流——五粮液迎宾

白酒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39 陈景进 艺术学院 秋瑾.养老 广东省家具协会 03 一等奖 省级 华笔奖-宜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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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张笑影 艺术学院 山影
广东省家具协会和宜华生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3 三等奖 省级

首届“宜华杯”全国大学生养老家具
设计大赛

41 李卓波 艺术学院
深化设计类-卫生间施工图

设计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11 二等奖 国家级

第五届“中装杯”全国大学生环境设
计大赛

42 陈娜刘晓媚麦子敏戴华欣 艺术学院 童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09 一等奖 省级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43 曾蕾邹璐蔚黎滨 艺术学院 娃哈哈 AD钙奶的诞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09 三等奖 省级 2017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44 张蓓莹杨珍茹叶锐琦 艺术学院 碗包装结构设计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省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45 王卉许思敏 艺术学院 忘不了童年忘不了AD钙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09 省级 2017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46
李姗裘金娜黄佳黄嘉敏胡婉婷

胡婉婷
艺术学院

微电影类《酵苏趣味童话
系列》

09 一等奖 省级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47 王希敏 艺术学院 微电影类《时空邂逅》 广东省教育厅 09 二等奖 省级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48 李梓珊游远超黄水豪 艺术学院 物道
广东省家具协会  海岸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03 三等奖 省级

华笔奖·第九届国际荷花杯酒店家具
设计大赛

49 王湘茹 艺术学院 囍集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50 曾峰张学昕 艺术学院 新平遥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 05 一等奖 省级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51 张学昕 艺术学院 新治果酒 中国包装联合会 05 三等奖 省级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52 刘卓君 艺术学院 一点旅行社 中国包装联合会 08 三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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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张笑影 艺术学院 遇见江南 中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 12 二等奖 国家级
2017 “仙作杯”中国传统家具创新设

计大赛

54 袁芷晴 艺术学院
遇晴日用品套装系列包装

设计
中国 08 二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55 邓韬张学昕张学昕张清 艺术学院 远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09 二等奖 省级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

56 马海琦 艺术学院 战霸狗 广东省教育厅 07 三等奖 省级
2017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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