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玻璃心 在地藝術－竹南玻璃 苗栗縣興華高中 陳慶恆 陳正杰 鄭珮妤 邱亭馨 陳昱菱 江明珠 人文類

拿獎金吃西堤 祂的金銀紙寶 苗栗縣興華高中 周文鈺 徐琮皓 溫珮淇 蔡采蓁 林祐慈 江明珠 人文類

五壹組 飄椅 苗栗縣興華高中 蕭嘉毓 鍾佳倪 洪羚瀞 林蔭邑 黃梓貽 江明珠 科技類

護狗大隊 愛是不離不棄的理念 苗栗縣興華高中 江晟義 游鴻鎮 張思源 謝佳宏 劉文達 陳淑芬 慈善類

四方小牛仔 Smile milk 苗栗縣興華高中 鄧至淇 彭奕澄 林練佳 高意茜 何柏毅 陳淑芬 人文類

你愛我對不隊 遇見「竹」工藝 苗栗縣興華高中 姜雯瑜 陳顥升 鄭晴文 張芝羚 鄧惠瑜 江明珠 人文類

可愛小饅頭 吳寶春 樹德家商 簡千惠 洪德珊 楊語軒 朱玉珊 王奕婷 - 人文類

LightOcean 海洋能 樹德家商 張佳鴻 蘇琳芳 呂俊緯 李思賢 鄧朱雅 科技類

Dr.Music 音樂醫生-陳俊志 高市私立樹德家商 李慶毅 盧昱彰 廖玫瑰 洪源禧 余昀晏 鄧朱雅 人文類

花市小達人 花香滿街，築夢市集 樹德家商 洪君雅 吳敏慈 蘇仁彬 人文類

義美小泡芙 幸福Young義 台北市景文高中 高子媛 王如瑩 林宜樺 鍾培鈺 郭昆晏

謝泯翰

謝映如

葉翠珍

人文類

肉肉一族 多肉多姿 台北市景文高中 戴汎羽 高紫渝 陳安琪 黃韋銓 高睿呈

謝泯翰

謝映如

王今照

人文類

清真 愛在台北清真寺 台北市景文高中 郭明旻 張君萍 張秀峰 潘彥蓁 酆靖妏

謝泯翰

謝映如

王今照

人文類

WB隊 烏日啤酒廠 明道中學 江冠龍 劉郁政 - 人文類

章魚燒沒章魚 用眼鏡看未來 苗栗縣興華高中 蘇煒程 黃鈺勛 鍾隆德 廖建安 張裕淇 江明珠 科技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漆黑烈火使 音樂之旅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胡永盛 林政諭 藍彭翰 梁子頡 陳尚斌 人文類

海青驚奇四超人 華麒工程實業 海青工商 宋靜妤 黃筠琪 許詠淇 林姵妏 - 科技類

禁爆忌話 日本禁忌 海青工商 黃詩恩 謝沛雯 莊怡婷 李保宜 人文類

向日葵班 太陽能 樹德家商 林志宇 廖冠銘 楊承頷 曾俊賢 馬士林 鄧朱雅 科技類

邱哥與他的快樂夥伴 世光教養院 苗栗縣興華高中 孫勝彬 邱浚銘 涂瑀城 陳泓宇 羅元孝 江明珠 慈善類

約會小天使 約會勝地 海青工商 陳郁心 沈文淵 賴怡蓉 鄭佳旼 李保宜 人文類

九九八十一 仰望濕地，重返生命 樹德家商 彭若絹 易鈴雅 林郁慈 劉于慈 黃維萱 蘇仁彬 人文類

對不對不隊 仙草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林妙容 徐曼庭 傅偲詒 陳曉億 陳尚斌 人文類

大寶寶出遊去 來去新竹動物園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劉均緯 盧霈晴 陳紫涵 陳映淇 葉奕辰 陳尚斌 人文類

舞動青春 各類舞蹈介紹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賴芳盈 彭宇荷 王文昱 彭汶歆 - 人文類

巴拉布布巴拉巴拉布拉巴拉

巴布布拉巴
紅樹林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駱沛華 鄭翔凌 傅雅琴 魏婉玲 曾楚倫 陳尚斌 人文類

晚安。 新竹七大館。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張依綾 連珮妤 陳姿婷 楊筑淨 戴紫晴 陳尚斌 人文類

展場館不管 HCVS展場管理 海青工商 蔣云慈 吳芷寧 邱暉祐 黃榆晴 周芳妤 李保宜 科技類

玻璃心 玻璃的奧秘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欣廷 陳錡揅 陳冠宇 李承霈 - 人文類

外星人逼波逼波 3D列印 海青工商 鄒思婷 曾佳渝 楊淑娟 陳羿君 陳孟庭 李保宜 科技類

啓渝一個念頭 ｢踏｣上痕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彭啓恆 林渝淳 - 科技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PE Power 運動傷害 海青工商 林宣彤 陳湘婷 林睿騰 鄭智鴻 李保宜 人文類

注意！感謝你的注意。 比比皆柿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黃柏堯 詹益祐 劉得群 黃博琛 李慶春 陳尚斌 人文類

東京熱火隊 勝興車站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彭裕宸 陳中毅 姜智晨 蔡承值 - 人文類

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羅育成 彭心柔 吳若嬋 謝心慈 楊宗諭 陳尚斌 人文類

玻璃3+1人組 玻璃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莊宇埕 吳浩銓 陳允中 唐郁宸 - 人文類

新埔義民廟 新埔義民廟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林庭萱 黃柔蓁 林千芸 劉禮惟 陳尚斌 人文類

千載難縫 千載難縫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欣曄 黃舒芃 陳友成 邱如羚 郭羽軒 陳尚斌 人文類

魯鍋 化腐為奇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王雅靖 詹佩庭 潘薇庭 吳若婷 葉慧竹 陳尚斌 人文類

群魔亂笑
藝術巨匠、鋼琴之王－－

李斯特
新竹高商 王又加 王品蓁 陳尚斌 人文類

桔寶寶 金桔醬 竹東高中 楊芸瑄 劉靜慈 蔡沛涵 業承嘉 蕭和華 張郁卿 人文類

天天吃雞排 小吃大進擊 樹德家商 朱家佑 黃子庭 林泓銘 吳憲欽 人文類

麵包仔 平凡真實人生 台北市育達高職 陳乙萱 蘇鈺涵 林靜廷 張詠妤 楊薏甄 吳美慧 人文類

CNSH104 無遠弗屆的語言——音樂 竹南高中 羅玟宜 林婷妤 - 人文類

GoPro旅遊行 「美」在「濃」濃人情味 樹德家商 黃子庭 黃瑜辰 塗博宇 黃帝湞 詹舉宣 - 人文類

西瓜流連雞 角力捷出，運藉風流 樹德家商 葉家偉 蔡宣儒 鄭宇淮 吳煥凱 董品淳 張美萍、蘇仁彬 人文類

琉皮琉骨 南境西嶼-小琉球 樹德家商 洪文龍 朱家佑 呂恩屹 陳順成 吳建宥 張美萍 人文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Five Girls 神轎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王媛沂 林佳玟 張文瑜 莊雨潔 丁芝妤 施玉情 人文類

我阿祖比你厲害 雲林台西蚵 樹德家商 顏渝倢 胡湘翎 王湘淩 林千恬 黃泠瑋 施玉情、吳麗生 人文類

2ABOOO 蒸籠 樹德家商 歐陽伶 陳秀涵 王琳瑄 黃群惠 洪詩敏 施玉情、吳麗生 人文類

虱目魚吃素 虱目魚 樹德家商 陳玉珊 蔡育蓉 朱珮云 陳孟岑 蔡沛縈 施玉情、吳麗生 人文類

123木頭人
大動干『歌』『戲戲』品

味
樹德家商 許毓耘 吳佩綺 姜又瑄 李文瑞 林泓銘 蘇仁彬，張美萍 人文類

錫大雕
松柏後「雕」 川流不

「錫」
樹德家商 林孟錡 何胤廷 周恩鋐 李宗翰 吳季翰 施玉情 人文類

恍神狗狗 辛志平故居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楊卉真 倪誼真 王萱雯 蘇莉婷 陳尚斌 人文類

Victoria 義薄雲天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品碩 黃皓 薛智輝 李遠泰 簡子軒 陳尚斌 人文類

PWQXY 有印良品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邱禹瑄 黃羽銘 溫淳如 馬紫芩 邱柏軒 陳尚斌 人文類

蝦嘎拉蹦蹦 新竹古蹟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嚴仁瑭 王浩恩 李致霖 - 人文類

大戰！慈善科技人文
「輕」足跡，「軌」道上

的旅行
樹德家商 李婉鈺 黃俊霖 陳建龍 呂佩諠 吳清雲 蘇仁彬、張美萍 科技類

翻轉科技 行動支付 輕鬆 PAY ! 高雄高工 蘇冠伍 周暘烜 - 科技類

豪哥 走進「擬」的世界 樹德家商 許博峻 宋昱陞 黃冠傑 張淇翔 王仕豪 鄧朱雅 科技類

我愛仁仁 仁仁愛我
關懷老人及兒童生活方式

探討-南投仁愛之家
國立南投高中 王心虹 謝媄衣 陳婕昀 陳昱慈 楊硯筑 李冠賢 慈善類

後來的我們 玻璃媽祖廟 樹德家商 吳芹宜 邵玥綾 莊萱 陳威伊 韓沛玓 施玉情 人文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隍上駕到 鳳邑城隍，忠節流芳 樹德家商 李玉瑄 郭朝祐 蘇彥誠 李沛羚 蔡瑋祐 張美萍、蘇仁彬 人文類

阿特偵搜小隊
漫遊九九，『毓』起

『繡』藝術
國立南投高中 黃巧筑 謝佳旻 張庭瑄 鄒欣雅 施懿凌 李冠賢 人文類

凱電機員笨 南寮人文 國立竹東高中 陳易宏 簡冠維 洪御翔 康貽勛 鄭友誠 張郁卿 人文類

投高五劍客
五劍客創造「興」世界—

Here we go!
南投高中 陳慧琳 王貞晴 林廷 陳子珊 簡卉盈 李冠賢 人文類

川流不息
客人川流不息 – 多福川客

菜館
中壢高商 鍾語欣 張瑀庭 劉軒齊 - 人文類

Tronon 運動科學-漸進的抵抗運動  中壢高商 黃永濂 林家緯 邱品柔 - 人文類

龍潭人 青少年的隱憂 中壢高商 鄭予題 黃薪誠 丘淳廷 黃瓊慧 人文類

L.H.T 最輕的錢包－行動支付 中壢高商 李文茜 洪薏璇 黃齡萱 涂佳筠 黃瓊慧 科技類

Ctrl+Shift+N 無痕飲食 中壢高商 黃琬瑜 張彧 吳詩涵 江佳琦 - 人文類

儀隊活寶 浪蹟天下，尋宗覓蹟 樹德家商 曾品嘉 林芯儀 劉芝吟 張絮淳 徐祥騰 蘇仁彬 人文類

我的隊名有八個字 城市的綠洲 樹德家商 廖彩婷 許芳瑀 張育斌 盧宥伍 王煦富 蘇仁彬 人文類

騎豬撞到妖 木雕工藝 樹德家商 陳奕恩 蔡明騏 楊征峰 王彥勛 姚博淳 鄧朱雅 人文類

五人小隊 人工智慧 樹德家商 陳俊憲 李曜旭 謝佳諺 朱信學 侯柏翰 鄧朱雅 科技類

哈枯拉瑪塔塔 石雕藝術 樹德家商 陳彥宇 鄭宇翔 陳家祥 鄭名峰 林淯祥 鄧朱雅 科技類

能源之『新』 台灣的能源發展 樹德家商 陳圓華 施俊宇 許鈺瑋 劉庭均 藍淮恩 鄧朱雅 科技類

黃怡凡 頭份概論 興華高中 黃怡凡 張采妮 彭嘉苡 羅巧晏 盧萭璇 江明珠 人文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台灣心 ● 媽祖情 台灣心 ● 媽祖情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林合賢 劉育綸  朱懷軒 陳尚斌 人文類

華麗璀璨的征服者
微笑的力量——挖掘台中

的秘境
南投高中 溫至傑 張宛粢 林亭妤 廖靚沂 黃婕瑜 李冠賢 人文類

奧米加咆嘯獸 資訊潮流中的"5R" 新竹縣立竹東高中 郭誌紘 李彥霆 葉子楊 吳溍國 詹勳林 張郁卿 科技類

我很宅，但我驕傲
每一「夜」，都「市」讓

人驚艷
樹德家商 葉家維 李桓逸 陸明彥 謝登和 吳有賢 張美萍，蘇仁彬 慈善類

熱血小犬毛 毛小孩智慧互動狗骨頭 南投高中 吳冠穎 林國達 詹凱鈞 溫咨翰 詹詠賢 李冠賢 科技類

點燃工藝
指尖上的工藝──國立臺灣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南投高中 簡振原 劉永泰 林明賢 李文軒 白哲瑋 李冠賢 人文類

科博文
科技世代-手機對世代的影

響
國立南投高中 黃依水 邱鈺文 翁崑堡 温翔宇 莊詠翔 李冠賢 科技類

北極熊探險趣 苗栗南庄 竹東高中 劉昱萱 李昀庭 王竹君 俞麗人 張鈞惠 張郁卿 人文類

DOUBLE WIN 飄楓，犁頭店 明道中學 童翔威 洪貫庭 陳姿靜 謝翠如 人文類

選我就隊 性感的科技農業 育達商職 曾欣屏 楊高明 董蕙慈 蔡姄玹 楊舒宇

史薏平

游麗卿

李佳蓁

科技類

雞奇四超人 哆啦A夢的口袋 苗栗縣興華高中 廖怡婷 葉欣婷 楊蕎卉 古姵瑜 江明珠 人文類

維尼素鋼鐵人 百挫不折 流芳後世 立志中學 張立瑋 郭汝菱 陳冠妤 魏國安 蔡松樺 吳書瑜 慈善類

川流不息
客人川流不息-多福川客菜

小館
中壢高商 鍾語欣 張瑀庭 劉軒齊 - 人文類

SPS 未來新趨勢─自動車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李哲至 李諒承 邢博焱 曾麒穎 - 科技類

紅鯉魚與綠鯉魚與驢與女 下一站，內灣 竹東高中 劉依涵 王易群 黃翊婷 賴品媛 陳雅祺 張郁卿 人文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水的世界 永恆之水-石門水庫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林靖銘 邱鈺茹 魏柏文 楊宗儒 黃瓊慧 人文類

立志天使 不失食機，物超所值 立志高中 朱品柔 陳姿尹 蕭孟臣 吳孟致 陳雅婷 許正帷，孫誌成 慈善類

DAP2017 WoWo!好美”里"的海洋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中 張芮瑄 黃皓挺 楊雅琪 李旻芳 人文類

3D科技團 下一站~3D人"生" 立志中學 黃琇欒 林禹彤 謝勛傑 陳彥汶 王偉清 科技類

Sunshine 慈善類-喜憨兒 海青工商 曾琬茜 曾旻淳 顏嘉汶 蘇姮羽 柳百晟 張建原 慈善類

壢商資處 Stray Dog 中壢高商 邱淯孺 楊承峻 姜悅琳 鄭芸婷 - 慈善類

Unicode 日前科技 義民高級中學 陳少琪 曾映淳 張念慈 李玟 - 科技類

義民設計 新竹眷村文化 義民高級中學 張何昇 黃紹洋 彭冠勳 陳冠儒 葉威德 - 人文類

局部和聲 光明之戰 義民高中 陳盈燕 何秀文 趙芯慈 陳姿妤 - 慈善類

這樣愛你對不隊 科學的奧妙 義民高中 蘇珮婷 黃嘉儀 楊綵晴 盧逸屏 黃品瑜 - 科技類

DK_FORCE 竹情琉璃 義民高中 吳聲狄 胡佳璇 王昭元 利富平 魏嘉德 - 人文類

恐龍歷險記 南寮之情 義民高中 陳子潔 曾品舒 羅珮瑄 高涵玲 - 人文類

「溪」手做環保 小水滴的故事－老街溪 中壢高商 曾子芸 吳冠緯 賀子桓 黃瓊慧 人文類

鏟食官

想讓更多人知道老闆與貓

咪的故事，以及他開店努

力的過程

義民高級中學 伍庭君 朱奕安 江佩娟 呂靜茹 葉于萱 - 人文類

閃亮3姊妹 SKATE 義民高中 楊茜羽 黃思齊 陳佩萱 - 人文類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主題類別

FOUR 尋食 義民中學 蘇子晴 李若宜 彭景柔 徐子玲 - 人文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