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第一屆青年優秀校友：學術成就類 

盧律銘校友 

經歷 

2019 第三十屆金曲獎提名演奏類『最佳專輯製

作人』（小美 原聲帶） 

-2018 金馬獎提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小美） 

-2018 電影『小美』配樂 （第 68 屆柏林影展

電影大觀） 

-2018 Acer Swift 5 廣告配樂 

-2018 『水井坊』廣告配樂 

-2017『天黑請閉眼』原聲帶 製作人 

-2017 第五十二屆電視金鐘獎 『最佳音效』得

主（天黑請閉眼） 



-2017 電影『帶我去月球』片尾曲編曲 

-2017 舞台劇『天書』編曲協力 

-2017 濁水溪公社『阿布都拉』、『馬尼拉天

空下』單曲製作人、編曲 

-2017 戴愛玲『身體說』編曲 

-2017 蘇珮卿『盼』編曲 

-2017 天鋼形象影片配樂編曲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典禮『文化節目

三』音樂編曲 

-2017 電影『接線員』配樂 

-2017 電影『接線員』原聲帶 製作人 

-2017 人生劇展『告別』配樂（第五十二屆金

鐘獎最佳電視電影） 

-2017 植劇場『天黑請閉眼』配樂（第五十二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 

-2017 HH『remotion』專輯 製作人 



-2017 紀錄片『你找什麼？』配樂（第五十四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2017 林宥嘉『YOGA LIVE 營業中』開場音樂

編寫 

-2016 第七屆金音創作獎獲得『最佳電音單曲

獎』、『最佳樂手獎』( 棋盤上的空 

格｜Enter Darkness ) 

-2016 電影『夏天 十九歲的肖像』片頭曲、配

樂 

-2016 科技藝術節『潮派對』編曲 

-2016 第 27 屆金曲奬 最佳編曲人獎入圍『給

提姆波頓先生的一封信』 

-2016 ASUS『Withness evolution becomes 

revolution. Zenvolution is coming…』 

廣告配樂 

-2016 SONY Xperia XZ TV CF 配樂 



-2016『雲門劇場』形象影片配樂 

-2016 棋盤上的空格『Enter Darkness』 

-2016 YAMAHA FORCE TV CF 配樂 

-2016 『台北 哥本哈根』舞台劇配樂 

-2016 『舒潔 VIVA 廚房紙巾 1 秒瞬吸』廣告

配樂 

-2016 『純喫茶 這位有試嗎？給學弟妹的一堂

課』鋼琴曲編寫 

-2015 第 6 屆金音創作奬 最佳電音單曲入圍

『Castle Black』 

-2015『Toyota 驅動城市 APP』 廣告配樂 

-2015 朱宗慶打擊樂團 30 週年形象影片 『親

愛的你 Hey Dear』配樂 

-2015 『來得及說再見』 電影片頭曲 

-2015 許哲珮 2015 專輯 搖擺電力公司 『彈

吉他就能快樂』 合成器 



-2015 許哲珮 2015 專輯 搖擺電力公司 『給

提姆波頓先生的一封信』 編曲 

-2015 許哲珮 2015 專輯 搖擺電力公司 『秋

天的落葉跳了一隻搖擺舞』 編曲 

-2015 棋盤上的空格單曲『Castle Black』 

-2015 『理想狀態 My Dream Place Born in 

60s』影片配樂 

-2015 『聯合國 婦女館數據篇』 網路影片配

樂 

-2015 『Kdan Mobile』 網路廣告配樂 

-2015 『NTCH togo 2015』 兩廳院網路頻道節

目配樂及音樂監製 

-2015 『FRANZ Award 2015』宣傳影片配樂 

-2015 第三屆法蘭瓷『想像計劃』宣傳影片配

樂 



-2015 公共電視 紀錄觀點『剩女，真的？』配

樂 

-2015 台北市政府『雲門譽揚紀錄短片』配樂 

-2015 上海金橋『羊年的星空』富貴列車 x 何

理互動影音裝置 配樂 

-2015 四分衛 『你是我寫過最快的一首歌』編

曲（棋盤上的空格） 

-2015 Tycho 中國巡演指定暖場團（棋盤上的

空格） 

-2015 第 15 届華語傳媒音樂大獎 『最佳電子

藝人』（棋盤上的空格） 

-2014 誠品書店閱讀職人大賞 年度最期待『在

地作家』影片配樂 

-2014 上海金橋跨年活動倒數音樂 

-2014 上海金橋『富貴列車 x 何理互動』影音

裝置配樂 



-2014 光電基金會 『恆春感光』紀錄片配樂 

-2014 第五屆 金音創作奬 『最佳電音單

曲』、『最佳電音專輯』、『最佳現場』、 

『最佳樂手』提名 

-2014 『成人記 2』電影配樂製作 

-2014 黑糖（黃嘉俊）導演『54 LEEKY』紀錄

片 配樂 

-2014 Philips『Microlove』飛利浦 微愛電鍋 

CF 配樂 

-2014 短片『The Man Who Walked On The 

Moon』音樂監製 

-2014 數位表演藝術節『我和我的午茶時光』

配樂 

-2014 『Oxytive water 奧浮高氧礦泉水』CF 

配樂 



-2014 『∞無限』海碩國際女子網球挑戰賽 CF 

配樂 

-2014 『POP UP 城市聲響』 工作坊 講師 

-2014 ASUS UX305 國際ＣＦ配樂 

-2014 法藍瓷想像計劃『想飛』影片 配樂 

-2014 『NTCH togo 2014』 兩廳院網路頻道節

目配樂及音樂監製 

-2014 Moshi 年度形象廣告 『日常 美好』配樂 

-2014 高雄海碩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 宣傳片配

樂 

-2014 YAMAHA SMAX 冒險遊戲 配樂 

-2014 動畫短片『蟬的七年與七日』配樂 

-2014 日本東京 Mevius菸品發表音樂製作參與 

-2014 FRANZ AWARD 2014 法蘭瓷國際設計競

賽 CF 配樂 



-2014 『innerSpace』發片首演 w/ KASHIWA 

Daisuke 

-2014 棋盤上的空格 專輯 『innerSpace』 

-2014 感光台南 – 用不同光線角度看見台灣 

配樂 

-2014 聲子蟲 SXSW 德州音樂祭演出 既『午

夜城』美國巡演 

-2014 林俊傑 跨年演唱開頭動畫 配樂及聲音

設計 

-2013 嘉信建設形象 CF 配樂 

-2013 光電基金會 台南風神廟『光之廟宇』 

紀錄影片 配樂 

-2013 棋盤上的空格『inner space』 

-2013 高雄師範大學『影 響 力 Live A/V』 

工作坊 講師 



-2013 FRANZ AWARD 2013 法蘭瓷國際設計競

賽 CF 配樂 

-2013 林俊傑 短片 『那一個晚上 10pm』 配

樂 

-2013 高雄駁二積木展紀錄 配樂 

-2013 德國科隆 c/o pop Festival 演出 （棋盤

上的空格） 

-2013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訓練中心微電影 

『離開水的魚』 配樂 

-2012 金馬影展 觀摩短片 『門縫前的包裹』

配樂 

-2012 桃園職業訓練局宣傳微電影 『蛻變』 

配樂 

-2012 第三屆金音獎最佳電音專輯 （棋盤上的

空格-quarrel） 

-2012 聲子蟲 專輯 『午夜城』 



-2012 棋盤上的空格 專輯 『quarrel』 

-2012 02-06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管學系『數位

音樂』課程講師 

-2012 軒尼詩 『海闊天空紀錄片』 配樂 

-2012 『The Receptionist』 電影 Teaser 配樂 

-201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數位與類比』演講 

主講人 

-2011 『球來就打』 電影 配樂參與 

-2011 新聞局 『夢想 100』 六支短片 配樂 

-2011 『果醬』 短片 音樂監製 (2013坎城入

選短片) 

-2011 張惠妹短片『一個人對話』配樂 

-2011 英國短片『DRY』聲音剪輯、配樂 

-2011 高雄子宮藝文音像藝術展覽 

『Mardenization』 音樂、聲音設計 

-2010 電影短片『絕緣體』配樂 



-2010 服裝走秀 『No More Hero』 配樂 

-2010 電影短片『沒有錢,人生是錯誤的』 配

樂 

-2009 電影 『The Last Word』 配樂 

-2009 數位影像藝術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配樂,聲音設計 

-2009 數位影像藝術 『London Project』 配

樂,聲音設計 

-2009 聯合大學 『聲響』 演講 主講人 

-2009 屏東女中 『下一站,ideas』 演講 主講

人 

-2009 動畫 『In Her Eyes』 配樂,聲音設計 

-2009 坎城入選短片 『Best Before End』 配

樂 

-2007 紀錄片 『我的胡麻日記』 配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