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埭强设计奖2019获奖名单（专业组）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获奖提名（排
名不不分先后，
最终奖项将在
颁奖礼现场揭
晓，本年年度颁
奖礼定于12⽉月
28⽇日在汕头⼤大
学举办）

李振铖 《NOT TOYS》 海报设计

王⼦豪 《铜场年鉴》 书籍设计

朱⽇能 《世界看河北》 海报设计

何培坤 《A Lucky Year 猪你好运》 视觉形象设计

马仕睿 《NEW PAGEONE》 视觉形象设计

不亦乐乎 | BY-ENJOY 《F——I——L 品牌形象系统》 VI设计

不亦乐乎 | BY-ENJOY 《侍物府 品牌形象设计》 标志设计

不亦乐乎 | BY-ENJOY 《emmmism品牌形象标志》 标志设计

⽩凤鹍 《天⽣是个审美的⼈》 书籍设计

优秀奖1 7654321 Studio 《猪上树 Pig up Tree》 产品设计

优秀奖2 吕⽅俏 《魏楷》 字体设计

优秀奖3 邓雄均 《炎空间-视觉形象设计》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4 吴绮虹/谢宇 《平野甲贺100作》 书籍设计

优秀奖5 秦嘉霖 《曹全碑炼字Inspired by Cao Quan Stele》 字体设计

优秀奖6 朱⽇能 《⼆⼗四节⽓符咒》 字体设计

优秀奖7 朱⽇能 《墨⼀兰亭宋》 字体设计

优秀奖8 朱⽇能 《东巴⽂字创》 字体设计

优秀奖9 李振铖  《观动物诊所品牌视觉形象》 VI设计

优秀奖10 黄⽂锋 《⼋⾓》 标志设计

优秀奖11 林宇/黄垂发 《归⼭有舍》 VI设计

优秀奖12 林溪 《双⽣花》 海报设计

优秀奖13 林溪 《字⽣态》 标志设计

优秀奖14 严⽂鸿 《第⼆届⽔渡河国际艺术节视觉形象设计》 海报设计

优秀奖15 赵猛 《菩提》 字体设计

优秀奖16 王昕兵 《⽜加⼒⽜⾁⼲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

优秀奖17 戴伟良 《落草为窝》 海报设计

优秀奖18 假南 《茶器》 标志设计

优秀奖19 假南 《NAN DESIGN》 插图设计

优秀奖20 谢瑞康 《东莞青年⽂化》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21 假南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插图设计

优秀奖22 ⾕龙 《鲜有鸡》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23 项政⽥ 《风⾻⽂字》 字体设计

优秀奖24 项政⽥ 《昆曲<浮⽣六记>》 海报设计

优秀奖25 马仕睿 《春潮系列产品》 ⽂创产品

优秀奖26 周少龙 《⼆⼗四节⽓（节选）》 海报设计

优秀奖27 黄景风 《Origin of surname》 探索试验设计

优秀奖28 张伊芸 《Songfa松发线缆》 V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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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29 梁⽔养 《进⿊》 字体设计

优秀奖30 李威/郭梦楠 《Fleeting years-Macao》 海报设计

优秀奖31 郑皓鹏 《⼯具还是⽣命》 海报设计

优秀奖32 汪宜康 《书述——纸×指的温度》 书籍设计

优秀奖33 马仕睿 《2017⽩塔寺：新邻⾥关系》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34 马骞 《双线体实验》 字体设计

优秀奖35 陈阵 《⽉光宝兔动画》 标志设计

优秀奖36 王江涛 《OBSIDIAN》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37 张⽟桥 《黔·形态》 字体设计

优秀奖38 黄伟猛 《孕育·光》 海报设计

优秀奖39 余⼦骥设计事务所 《花好⽉圆》 包装设计

优秀奖40 马仕睿 《塔的艺术系列》 海报设计

优秀奖41 张培源 《孕育》 海报设计

优秀奖42 周超/贺婧 《暖⾹体》 字体设计

优秀奖43 范⼀⿍/武思七 《⽣命的博物馆》 书籍设计

优秀奖44 莫⼴平／莫莫有为设计事务所 《东莞农耕⽂献展》 视觉形象设计

优秀奖45 罗⾦泉 《下南菜⽜》 包装设计

优秀奖46 马仕睿 《造物——改变世界的万物图典》 书籍设计

优秀奖47 伍召武 《道野涂鸦艺术节终评》 海报设计

优秀奖48 郑芝雅 《“全⾯起跑教育”品牌设计》 VI设计

优秀奖49 马仕睿 《古寺巡礼》 书籍设计

优秀奖50 马仕睿 《A3系列》 书籍设计

优秀奖51 马仕睿 《知⽇54》 书籍设计

优秀奖52 李杰/张梦碧 《⼀杯》 海报设计

优秀奖53 孟德源 《“孕育”主题海报》 海报设计

优秀奖54 张宇鹏 《Unknown City》 海报设计

优秀奖55 刘欢 《门神》 插图设计

优秀奖56 罗青伟 《佛罗伦萨（中国）国际设计双年展》 书籍设计

优秀奖57 郑中 《河北全景》 海报设计

优秀奖58 张通 《寄⽣》 海报设计

名单中若有登记错误的信息，请发邮件到 stuktk1@163.com 详细说明，组委会将尽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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