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寫程

式選擇
隊名 主題 學校 隊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

自選 SquareSeal Life Café 中央大學 方志筠 簡宇謙 -

自選 隨便取 全民偵防戰 實踐大學 王厚勛 俞黃淞 鄭鈴錡 黃耀賢

自選 GPEX1 Treasure Hide & Seek 萬能科技大學 黃喬綸 趙郁馨 陳力瑄 陳映竹 李文昌

自選 Colokala 澎湖公車導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黃柏鈞 李建勳 李姿瑩 林思伶 馮羿樺 吳鎮宇

自選 大食豪 大食豪 南臺科技大學 吳漢祥 蘇冠維 楊志偉 蔡承叡 王裕華

自選 速克達改裝精品APP 速克達改裝精品APP 育達科技大學 曾憲彬 陳孟暐 劉宇軒 羅濟銘 劉宇軒 -

自選 Yes++ FreeSwap 中華大學 林勝嘉 鄭宇傑 -

自選 等一下 Biger的貼心小幫手 崑山科技大學 陳可諼 李雪萍 郭珊汝 任才俊

自選 StuCsie illustrationSaleApp 樹德科技大學 洪詮盛 余瑋傑 陳亦凱 -

自選 你的下巴三層肉 SOBER 國立中央大學 楊惠文 林祐靖 王詔緯 許家瑄 許庭瑋 李俊賢

自選 歐嚕嚕 戶外教學 崑山科技大學 江官駿 黃禹傑 陳晉安 曾昭雄

自選 數位海綿隊 數位海綿隊 嶺東科技大學 陳德昇 甘皓宇 黃浩瑋 梁又杰 蔡恩志 李怡慧

自選 正義必得伸張 漫遊台南 崑山科技大學 吳慕恩 陳則安 徐永諭 -

自選 步步為贏
穿戴式語音導盲智慧拐

杖
高苑科技大學 劉彥均 曾宇宏 許素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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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 北嚇嚇 身心「相扣」腰瘦皮帶 崑山科技大學 黃俊豪  林祺程 黃振豪 曾昭雄

自選 貨金上知天文下知癱瘓 RollCall 崑山科技大學 吳旭永 蔡子揚 -

自選 鄉村文化愛好者 Trawhere 趣田園 實踐大學 王藝臻 鄭雅方 周璟涵 -

自選 Give me five 動物園ＡＲ導航 台北商業大學 林宸蔚 羅元璟 莊雅涵 林宜萱 呂芷瑛 蘇建興

自選 紫菜蘇打 物聯網水質檢測 南臺科技大學 陳建勛 謝承勳 方信普

自選 藍色小貓 環保小遊戲 嶺東科技大學 陳韋辰 周哲淵 王麒榮 康志岳 林和諺 李怡慧

自選 i-Pet i-Pet 實踐大學 陳文芳 丁琬容 楊証凱 林永鑫

自選 女麗時代 國道趴趴go 臺北市立大學 陳熏妤 鄭惠慈 李孟霖 盧東華

自選 專業砲灰 藥記得 崑山科技大學 廖志以 劉國彬 李誌棋 孫翊晉 王文彥

CmorePaaS 月巴團 主題餐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林育萱 顏郁軒 楊昀宸 陳宇豪 林鈺倩 蕭穎謙/賴淑慧

自選 白朮 Dear Diary 國立聯合大學 王姿婷 陳宣蓉 -

自選 揪團GO NCUGo 中大共乘 中央大學 方宜柔 江俊良 許宏威 郭智琦 蔡婉婷 陳仲儼

CmorePaaS 吃就對了 OH! 夜市! 嘉南藥理大學 呂雅雯 王文璐 周宓儀 -

自選 地球超人 盆栽養殖GPS 嘉南藥理大學 吳灌庭 曹智翔 李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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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rePaaS 水生的木本植物 紅樹林國度 嘉南藥理大學 賴又嘉 黃琬棋 李豐良

自選 到加水站玩水囉 逼逼波 嘉南藥理大學 許家偉 楊能傑 吳宗鴻 -

CmorePaaS 嘉義雞肉飯起源 嘉義雞肉飯起源 嘉南藥理大學 吳奕璁 龔資又 顏若芸 -

自選 Tarori 塔羅牌APP 嘉南藥理大學 詹哲翔 李冠霖 許名憲 李豐良

CmorePaaS 四月望雨 四月望雨 嘉南藥理大學 吳昱穎 徐敬詠 鄭宇珣 洪士庠 賴榮昶 李豐良

自選 手掌的藝術 布袋戲 嘉南藥理大學 張恒誌 李俊翰 李豐良

CmorePaaS CNUAPP 認識電腦 嘉南藥理大學 黃敬超 吳明翰 張耀庭 張晉傑 李豐良

自選 心動探索者 動心 (Instabrain) 國立中央大學 李柔萱 廖彥鈞 陳必欣 劉冠宏 王逸惇 許文錦教授

自選 第一次快閃就上手 第一次快閃就上手 交通大學 黃聖涵 王郁淇 林佳瑜 賴又嘉 王思晴 元志瑋

自選 珊固髦盧 "捷"客輕鬆RUN 淡江大學 盧盈君 何筱珊 -

自選 Made In Taiwan 年年有語錄 朝陽科技大學 傅玟瑛 張家茵 黃沛萱 陳合成

自選 逝去的真相 遊戲 東南科技大學 王智玄 羅逸明 謝宗信 田克元 邵偉榮 李修珍

自選 焗烤奶油豬 MRT Fun City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潘嘉玟 顏毓陞 蕭阡岱 連靖昀 呂念蓁 張隆君

CmorePaaS 紋名天下 刺青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劉星誼 許雯琪 洪毓媗 王筠婷 辜心盈 賴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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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rePaaS 尋●宿 好所在庭園休閒民宿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曾靖雯 李佳璇 陳乃慈 張雅喻 何慧真 蕭穎謙 / 賴淑芳

自選 台中DiDiLong Temple Running 臺中科技大學 陳蘭因 陳筱媛 張修維 陳繹介 -

CmorePaaS 甜DoDo 手作甜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林洛萱 林若閔 任梓瑜 黃馨瑩 黃芯昀 賴淑慧/蕭穎謙

自選 致理吉先鋒第一隊
智慧餐廳停車場搜尋

App
致理科技大學 張淑貞 黃郁茹 吳亦超

自選 致理吉先鋒第二隊
戶外點名之動態式主動

即時回報App
致理科技大學 劉兆勳 楊尚記 吳亦超

自選 E532 iHotel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李旭杰 陳信諺 羅俊仁 -

自選 出來面隊 Need you 修平科技大學 胡孟柔 張郁翎 林素穗

自選 狗董 給"牠"一次愛的機會 私立修平科技大學 陳雅芳 林宥岑 周易萱 林素穗

自選 震垮你我他 921地震教育 台中科技大學 王弘文 梁迺鑫 陳申杰 鄭名硯 張嘉偉 -

自選 鳥語錄 鳥語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鄭伊琳 張育瑋 焦慶瑜 夏曉薇 王怡雯 吳明霓

自選 鵬程灣里 鵬程灣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李學澤 李怡寧 黃雅筠 徐敏 陳宥諺 黃錦祥

自選 王者 馬來西亞馬六甲美食 桃園銘傳大學 鍾漢鴻 黃美櫻 -

自選 星水泉 北投溫泉 銘傳大學 黃博華 陳建勇

自選 筋奇四菸酒生 方舟ARK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施力馳 宋婉菱 吳尚融 范丙林、俞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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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 蔡忠穎隊 終極密碼 輔仁大學 蔡忠穎 鄔彤紜 -

自選 深海小煎包 深海小尖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江柏威 陳珮玄 范丙林、俞齊山

CmorePaaS 輔大水上樂園 美食地圖 輔仁大學 洪偉翔 陳雅婷 張譽瀚 蔣均驊 -

自選 LW477 停車場車位顯示系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佩欣 李毓珊 -

自選 方吳柳組 台幣的歷史 銘傳大學 方文升 柳聞益 吳勇峰 -

自選 萬里長澄 選課小幫手 致理科技大學 苗佳欣 陳詩婷 李世婷 邱俊揚 曾羿寧 陳光澄老師

自選 富裕羊 卡牌遊戲 崑山科技大學 林明揚 曾柏毓 王慈富 蔡旻翔 -

自選 呷蝦米 今天吃什麼?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呂明聲 賴姵陵 黃怡婷 謝佩君 陳柔羽 王龍發

自選 媽媽寶貝 媽媽寶貝 僑光科技大學 劉景峰 蔡登宏 李旻哲 林家瑜 萬鴻耀 蔡文龍、陳惠美

自選 點交輕鬆GO 點交輕鬆GO 僑光科技大學 萬鴻曜 林家瑜 盧政憲 陳怡心 -

自選 無人機作品平台APP 無人機作品平台 僑光科技大學 陳怡心 盧政憲 萬鴻曜 -


